
讲题：传荣耀的福⾳

弗3:1-13



引⾔：

• 今⽇我们再次回到以弗所书的主

题，我们已经看了第⼀及第⼆章，

来到第三章，我订了讲题是“传荣

耀的福⾳”。这信息正呼应着耶稣

在复活后，差派⻔徒去传福⾳。 



引⾔：

• 我们重温⼀下，以弗所书第1-2章

的经⽂，保罗说明在基督⾥各样属

灵的福⽓，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

活，已经是出死入⽣了，我们都在

耶稣基督⾥合⼀，拆掉当中的冤

仇，使⼈与神，并且⼈与⼈之间的

隔阂除掉。这就是福⾳。 



引⾔：

• 借着耶稣基督，神建立⼀个新的群

体，去体现神如何在⼈间彰显，神

的⼼意是建立⼀群⼈，成为教会，

作为神在地上的延伸。教会是神的

⼦⺠；是神家⾥的⼈了；是主的圣

殿。这就是神的教会，他在世界实

践福⾳的使命。




1. 传福⾳的代价

• 1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作
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2谅必你们曾听⻅神赐恩给我，将
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弗3:1-
2）



1. 传福⾳的代价

• 使徒⾏传21章27-31节

• 27那七⽇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
⼈看⻅保罗在殿⾥，就耸动了众
⼈，下⼿拿他，28喊叫说：“以⾊
列⼈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
⼈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
的。他⼜带着希腊⼈进殿，污秽了
这圣地。”



1. 传福⾳的代价

• 使徒⾏传21章27-31节

• （29这话是因他们曾看⻅以弗所⼈
特罗非摩同保罗在城⾥，以为保罗
带他进了殿。）30合城都震动，百
姓⼀齐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
殿，殿⻔立刻都关了。31他们正想
要杀他，有⼈报信给营⾥的千夫⻓
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



1. 传福⾳的代价

• 我们知道这次是保罗最后⼀次到耶
路撒冷，他正在办理救助耶路撒冷
贫穷⼈的捐献。之后，他就被打，
然后保罗借这机会，再讲耶稣基督
的救恩。并借上诉去罗⻢的机会，
到罗⻢传福⾳。



1. 传福⾳的代价

• 保罗在罗⻢停留两年 (BC59-61/
62)，传讲上帝的道，⼜教导⼈，
没有⼈禁⽌(徒⼆⼗⼋30-31)。许多
学者相信，监狱书信就是在这时期
写成的，这当中包括以弗所书。



1. 传福⾳的代价

• 但在《使徒⾏传》之后，保罗暂时
释放，离开过罗⻢，到了⻄班牙
(主后170-180年写的《穆拉多利残
卷》记载 )，但当他再次回到罗
⻢，第⼆次被囚时(BC67-68)保罗
被带上锁链，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的
情况(提后⼆9)，经过两度审迅后，
被判死刑⽽殉道(AD65-67)。



1. 传福⾳的代价

• 保罗⾯对这⼀切，没有埋怨，他都
看为传福⾳的机会，他都在顺服神
给他的使命，他要传耶稣基督，他
要向外邦⼈传讲，这就激起犹太⼈
的反对、无论是出于宗教的律法，
或是出于⺠族的优越感，这都是对
保罗的致命原因。



1. 传福⾳的代价

• 但排他的宗教，⺠族的优越感，正
正就是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合⼀，
是违背的，不合乎神在耶稣基督所
成就的救恩。



1. 传福⾳的代价

• 当我们说传福⾳，无论是多温和的
型式，我们都会与不同的价值型态
有冲突，我们无论多温柔，多迁
就，⾯对我们信仰的核⼼部份，我
们就没有退路。



1. 传福⾳的代价

• 当我们说传福⾳，无论是多温和的
型式，我们都会与不同的价值型态
有冲突，我们无论多温柔，多迁
就，⾯对我们信仰的核⼼部份，我
们就没有退路。

• 他要宣扬爱，去掉仇恨，这就是他
要传的福⾳。保罗因此被囚，被仇
恨。



1. 传福⾳的代价

• 这是说到传福⾳的代价，我们知道
传福⾳的本质，是危险的，也是要
付上代价的。

• 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来是宝贵的，
他的⼯作从来是带着挑战的。耶稣
来到不接受他的世界中；保罗去到
外邦的世界中，反对的⼈就带来威
胁。宣教⼠到没有福⾳的地⽅，传
福⾳，也是危险的。



2. 福⾳的奥秘

3⽤启示使我知道福⾳的奥秘，正如
我以前略略写过的。4你们念了，就
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5这奥秘
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知道，像如
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
⼀样。6这奥秘就是外邦⼈在基督耶
稣⾥，借着福⾳，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体，同蒙应许。（弗3:3-6）	 




2. 福⾳的奥秘

• “奥秘”是指到从前没有⼈知道，但
现今是已经揭晓的答案，是可以知
道的。	 




2. 福⾳的奥秘

• 保罗在第6节说到这奥秘：

• “这奥秘就是外邦⼈在基督耶稣
⾥，借着福⾳，得以同为后嗣，同
为⼀体，同蒙应许。”	 




2. 福⾳的奥秘

• 使徒⾏传第10-15章，当在争论外
邦⼈得救的问题。	 


• 彼得在徒11:17更说：“神既然给他
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
时候给了我们⼀样；我是谁，能拦
阻神呢？”

• 可⻅这 “奥秘 ”，是在建立教会以
后，在圣灵带领底下，所揭示出
来。




2. 福⾳的奥秘

• 后来，保罗加入巴拿巴的传道⼯
作，并展开旅⾏布道的⼯作，到不
同的城市，传讲耶稣基督，他们都
先到犹太会堂讲道。当中有相信
的，也有反对的犹太⼈，⽽当中亦
有外邦⼈，他们更愿意接受耶稣基
督所成就的救恩。

• 若果保罗不去回应这“奥秘”，只向
犹太⼈传福⾳，争论就没有了。




2. 福⾳的奥秘

• 若保罗所说的，只是⼀个抽象的道
理，就没有什么争论，但当他实践
出来，却使⼈难以接受。

• 我们说，要去那些没有⼈相信耶稣
的地⽅传福⾳，⼤家都说好！但我
们落实去问，那谁去？去那⾥？就
会开始引起争论。




3. 福⾳的执事

• 保罗因为“向外邦⼈传福⾳”，实践
这 “奥秘 ”⽽被囚。保罗提到这原
因，不是投诉，也没有埋怨，他还
是满感恩的。



3. 福⾳的执事

• 保罗因为“向外邦⼈传福⾳”，实践
这 “奥秘 ”⽽被囚。保罗提到这原
因，不是投诉，也没有埋怨，他还
是满感恩的。



3. 福⾳的执事

• 在第7-8节，保罗说：

• “7我作了这福⾳的执事，是照神的
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的⼤能赐
给我的。8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
的还⼩，然⽽他还赐我这恩典，叫
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
⼈，”



3. 福⾳的执事

• 保罗曾在书信中形容⾃⼰在传福⾳
的劳苦：

•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
的。被犹太⼈鞭打五次，每次四⼗
减去⼀下；被棍打了三次；被⽯头
打了⼀次，遇着船坏三次，⼀昼⼀
夜在深海⾥⋯⋯



3. 福⾳的执事

• ⼜屡次⾏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
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
危险、城⾥的危险、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
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饥⼜
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露
体。除了这外⾯的事，还有为众教
会 挂 ⼼ 的 事 ， 天 天 压 在 我 ⾝
上。”(林后⼗⼀23-28)



3. 福⾳的执事

• 我们看到保罗为了向外邦⼈传福
⾳，虽然受着苦难，但他⼼⾥⾯却
感到无比的荣耀。



3. 福⾳的执事

• 在8-11节，他说：“我把基督那测
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9⼜使众
⼈都明⽩，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
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10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
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11
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
督耶稣⾥所定的旨意。



3. 福⾳的执事

• “12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放
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前。
13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
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
耀。”



总结：福⾳⼯作的本质

•刚才⼀路在说，以弗所书，说到保
罗作为外邦⼈的宣教⼠，我们可以
归纳出福⾳⼯作的三个⽅⾯：


（1）传福⾳的本质是危险的，要付上代价的。


（2）若将福⾳的“奥秘”实践出来，就引起争论。


（3）传福⾳中经历苦难，却是荣耀的事。 



总结：福⾳⼯作的本质

•但我们更要看清福⾳⼯作的本质，
保罗说（弗3:10-11）： 

•“10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11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
基督耶稣⾥所定的旨意。”




总结：福⾳⼯作的本质

•我们特别看第10节，我们更看清⼀
个事实，这是⼀场争战，这是传福
⾳的本质，我们不要幻想，这是⼀
个能够好好合作的⼀个活动，我们
要知道这是与“天上执政的、掌权
的”作⼀个争战。




总结：福⾳⼯作的本质

•当教会真正要成为教会的时候，信
徒信⼼就会软弱，感到神所交托的
是⼜⼤⼜难的事。疾病会来攻击。
原来彼此亲爱的信徒，会引起纷
争。这都是魔⿁在背后的⼯作，这
是真实的攻击。这是属灵的争战，
但我们常常忽略。




总结：福⾳⼯作的本质

•因此，我们真的是处在⼀个非常危
险的境况，若说我们⼀切都很好，
团契中⼀切都很温馨，这很可能我
们没有履⾏教会的使命，耶稣所差
遣的福⾳⼯作。 

•但另⼀⽅⾯，当我们要为主在福⾳
⼯作上努⼒，就必然与魔⿁开战，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装备，才可能得
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