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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 

（以弗所书 2:1-3:21） 
 

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是基督全备的供应与基督徒

当尽的责任。这种阐述真理的方式有时被称作“陈述—

祈使模式”（见本课程的第 5 章）。之所以有这样的

称谓，是根据保罗用希腊文写作书信时所用的两种动词

语气。陈述语气部分用于从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描述真

实情况或事实。在以弗所书中，陈述部分用于阐明基督

的所是、基督的所成，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属灵供应或

属灵实际。我们在本章将探讨这一部分，即陈述语气占

主导地位的部分。祈使语气的部分主要是在以弗所书的

第 4-6 章。保罗使用祈使语气劝勉基督徒，鉴于基督的所成以及他们在基督

里的所是，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保罗始终按照逻辑次序从陈述部分过渡到

祈使部分——首先强调基督的供应，然后阐明基督徒当尽的责任，作为对基

督供应的回应，换句话说，以弗所书第 4-6 章来源于保罗在第 1-3 章中所建

立起来的神学真理根基。  

 

以弗所书第 2 章是一种“得救之前—得救之后模式”。在第 2 章的上半

部分，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基督藉着救赎已经为他们每个人成就了什么

——他已经使他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在第 2 章的下半部分，保罗强调这种

和好发生在个人和整体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有任何背景，在基督

里都被接纳，都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以弗所书 3:1-13 节围绕基督的奥秘

这个概念重申了这一主题。在结束之前，保罗为这些信徒祷告，使他们明白

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并且运用他们在基督里的特权，过一个多结果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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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生活。本章的 后，保罗极力地赞美神，因为无论在信徒个人的生命中

还是在教会的整体中，他都能够成就他的旨意。  

 

·学习本章之前，请读经以弗所书 2:1-3:21。  

 

课程 6.1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过去和现在：第 1 部分（2:1-10） 

目标  

6.1.1  阐明以弗所书在本章 1-3 节中保罗所形容的没有基督的人的四

种光景。  

6.1.2  阐述在以弗所书 2:8-9 中得救与恩典的定义。  

6.1.3  阐明以弗所书 2:4-10 节所描述的得救并归入基督的四种结果。  

 

课程 6.2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过去和现在：第 2 部分

（2:11-22）  

目标  

6.2.1  解释“和好”的概念，并且根据以弗所书 2:11-22 节，说明“和

好”包括些什么？  

6.2.2  列出保罗所描述的人们在认识基督之前的五种属灵境况。  

6.2.3  说明基督为我们成就的 “和好 ”的四方面的表现（2:14-18）  

6.2.4  保罗在描述基督为我们成就永远有功效的和好时用了三个比

喻，请说出这三个比喻。  

 

课程 6.3  基督的奥秘被揭示出来（3:1-13）  

目标  

6.3.1 解释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使用的“奥秘”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奥

秘”有什么不同。  

6.3.2 说明在神的“奥秘”中包含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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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鉴于基督的奥秘已经显明，列出基督徒相应的四种责任。  

6.3.4 说明基督的奥秘得以成就的两个目的。  

 

课程 6.4  祷告及颂赞（3:14-21）  

目标  

6.4.1 说明在以弗所书中保罗伟大的使徒式祷告是如何开始、中途暂

停、 后结束的。  

6.4.2 列出保罗在以弗所书 3:14-19 中祷告的四件事情。  

6.4.3 描述在以弗所书上半部分的 后（3:20-21），保罗是如何敬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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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过去和现在：  

第 1 部分（2:1-10）  

 

当人的自我形象被毁坏或被扭曲的话，你如何帮助

他们呢？你能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自我价值感吗？你如何帮助他们除去罪疚

感呢？你如何帮助一个有自卑情结的人重新树立信心呢？  

 

保罗知道如何用福音真理恢复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透过以弗所书，他向

我们显明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实事求是的 度对待他的过

去，然后让他现在认识神的恩典能够改变生命的大能， 后使他充满信心和

希望地面对未来。这种方式涉及到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保罗希望信徒记

住当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了何等大的改变。  

 

这个真理在今天仍然大有功效，有好消息告诉今天的人们，就是神将救

恩赐给他们，本乎神的恩典也藉着他们的信心，完全地改变他们的生命。  

 

得救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盼望（2:1-3）  

 

要完全更新我们的自我形象，不可或缺的前提是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在没有基督时的属灵光景。

保罗对这些生活在古代小亚细亚地区的信徒，提醒他

们没有得救之前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保罗当年

对他们所说的话，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正确的。

没有基督，我们没有任何希望，就像以弗所的信徒一

样。  

 

我们已经死在罪中  

 

 
目标 6.1.1   

阐明以弗所书在

本章 1-3 节中保

罗所形容的没有

基督的人的四种

光景。  

 

课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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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说没有基督的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沉沦在罪恶之中。他在罗马书中说

道：“罪的工价乃是死”（6:23）。按照保罗所说，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

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属灵的死亡是所有基督以外的人的特征，而且更

可怕的是，他们还要面对永远的死亡。  

 

1 根据以弗所书 2:1-3 的描述，没有基督的人有哪四种光景？  

 

我们都失丧了  

 

没有基督的人都是失丧的人。按着保罗所说，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但（第 2 节）。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

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让这个世界决定我们的人生方向。在这个世界

的背后，有“这世界的神”，即撒但，统管着这世界的整个体系。允许这世

界和“这世界的神”来左右我们的人生，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地失丧了。  

 

我们正在走向神的审判台  

 

保罗说道，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参罗马书 1:18-21；2:5-11），应

当得到神忿怒的审判。但是，在以弗所书 2:8，保罗宣布了神的恩典，就是

我们因着信得到神的恩典，与我们当受的审判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都失控了  

 

保罗描述没有基督的人的生活方式是失控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特征就是

单单寻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思维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像没有神存在一样。

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活在罪疚感和孤独感之中，并且绝望地面对死后的

审判。有人这样形容没有基督的人生：“我们完全任凭喜怒无常的自己这位

暴君以及它刻变时翻的冲动所摆布”（Wood 19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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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受难记》中担任主角的好莱坞著名影星及导演迈尔·吉布森 [Mel 

Gibson]，在功成名就的时候，才认识到人生的虚空。他已经得到他想得到

的一切——但是仍然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吉布森感到自己被名声、富足、饮

酒和绝望所淹没。这种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导致这位曾一度“世界上 有魅

力的男人”屈膝在神面前并且悔改归向神。在《读者文摘》所记载的一次采

访中，吉布森向记者佩姬·诺南 [Peggy Noonan]透露了他的心声：  

 

“我曾经苦苦地寻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在别人的眼中我活得很潇

洒，拍摄一部部电影，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但是真正的幸福不在这里面。

其实我是一个心灵破产的人，当痛苦袭来的时候，就像心灵的癌症在折磨着

你，一直咬噬到你心灵的 深处，如果你不做一些事情缓解这种痛苦，它就

会完全地把你吞没掉，因此我干脆在海边的沙滩上画直线。”（Noonan 2004，

89-91）  

 

因信得救源于神的恩典（2:5，8-9）  

 

以弗所书描述人类完全沉沦在罪中的光景之后，

出现了一个 美丽的转折，就是“然而神”！保罗给

我们带来一个 好的消息。在人类处于绝望的光景之

中的时候，神介入了，他藉着耶稣基督为沉沦在罪中的人类提供了救恩。保

罗说道，神为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提供了丰盛的救恩。  

 

得救源于神的恩典  

 

首先，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救恩是如何进入他们的生命的。“得救”

（即救赎）在圣经中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括性术语。具体到以弗所书的

经文中，它的含义相当于保罗在罗马书中所使用的“称义”（罗马书 3:21-24，

27-30；4:4-5；4:25-5:11，15-19；8:33；10:9-13）。它阐明神如何因着耶

 
目标 6.1.2   

阐述在以弗所书

2:8-9 中得救与

恩典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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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为罪人所做的，完全地接纳他们，不但如此，还宣布他们得称为义（Bruce 

1984，286；Kittel 1985，1135）。因着耶稣，罪人被免除了罪债，宣告无

罪。  

 

保罗说，被赦罪的救恩源于神的恩典——他那在基督里丰盛的、人不配

得的恩典，完全与人的善行无关。神将救恩作为礼物赐给那些凭着信心接受

的人。  

 

2 得救与恩典的字面意义是什么？  

 

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持守救恩  

 

虽然人们常常引用以弗所书 2:8-9 节带领人们接受基督作自己的救主，

其实这并不是这两节经文的初衷。保罗将这些话写给以弗所的信徒，目的是

提醒他们，他们已经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实际上，在这里所使用的希腊文动

词语 显示，这两节经文是提醒以弗所的信徒如何保守自己在救恩的里面，

实际上在 5 节和 8 节译为“得救”的动词希腊原文，是被动过去分词。如果

将这句话直译的话，应该是：“你们作为已经得救的人，靠着神的恩典现在

能够站立得住”。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在保罗写作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得救，

那是出于神过去的恩典，神持续的恩典，以及神现在的恩典。他们在起初藉

着信心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得救了。而他们的得救需要靠着神

的恩典来维持，得救一开始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人的行为，直到

后也是如此（参约翰福音 1:16-17；罗马书 5:1，2；哥林多前书 15:10；彼

得前书 5:12；彼得后书 3:18）（Wood1978，35、37）。  

 

有一次，在英国召开了有关比较各类宗教的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讨论什么是基督教所特有的。他们开始逐一地排除各种可能性：是道成肉身

吗？很多异教也以各种形式的人的形象出现。是复活吗？其他宗教也有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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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复活的记载……，争论在激烈地持续着，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时，

C.S.路易斯 [C.S.Lewis]悠闲地走了房间，“你们在争吵什么？”他问道，同

事们回答说在讨论基督教相对于所有其他宗教的独特性，路易斯回答说：“这

太简单了，就是恩典。”（Yancey1997，11）  

 

 

藉着救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2:4-7，10） 

 

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信徒，藉着救恩，他们享有了救

恩所带来的四方面的祝福，即他们在基督里的四个结

果：  

 

1、我们得到了生命  

首先，保罗说道，即使当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神藉着将耶稣从死里复

活赐给我们生命（参 2:1）。伴随着救恩，基督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约翰

福音 3:16；罗马书 6:23；歌罗西书 2:13；约翰一书 5:11-12）。  

 

2、我们拥有了盼望  

第二，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2:6）。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在

今生有了盼望，即超越今生的盼望，以及胜过死亡的盼望（哥林多前书

15:16-22）。  

 

3、我们得到了地位  

我们也与基督一起得到了尊贵的地位。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

活，一同坐在天上。”（2:6）基督不仅从死里复活，而且被神高升，坐在

天父的右边。这是权柄和尊荣的位置，而且基督与我们一同分享他的尊荣

——使我们一同“在生命中作王”（罗马书 5:17）。基督已经得到他尊荣的

地位，坐在天父的右边（1:20-21）。我们现在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与他

 
目标 6.1.3   

阐明以弗所书

2:4-10 节所描述

的得救并归入基

督的四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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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分享他的得胜，这能帮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充满信心和盼望（Barton 

et al 1995，44）。  

 

4、我们的生命有了目的和潜力  

后，我们的生命有了目的和潜力。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目前的和

未来的。神希望我们在全地彰显在基督里的恩典和良善，使后世的人能够看

到神的恩典在人身上所成就的工作（2:7）！  

 

但是现在，就目前来说，保罗宣称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他的艺术

作品，他恩典的工作，杰作），藉着重生进行特别的创造，为了在我们所生

活的这个世界“行善”（Wood 1978，36）。  

 

著名作家、牧师李·斯卓伯 [Lee Strobel]以前曾是无神论者，他这样说

道：  

我怎样才能述说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奇妙改变呢？我的女儿爱丽森

[Allison]五岁的时候，我成为一名耶稣的追随者。在那之前，女儿对于我的

印象就是一个满口亵渎、充满愤怒的父亲。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回到家中，

因为对生活充满怨愤，气得一脚将卧室的墙壁踢了一个洞。爱丽森惊叫着躲

开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还令我非常羞愧。在我将生命奉献给耶稣五个月

之后，我的女儿来到她的母亲面前，说：“妈咪，我想让神也改变我，就像

他改变爸爸一样！”她才是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说出这种话！她可从来没

有对圣经的真实性进行过考古研究。她只是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极难

相处的人，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完全改变了。既然神能改变父亲，那么神也能

改变她。因此当她五岁那年，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耶稣。神完全改变了我

的家庭，完全改变了我整个的世界，他也完全改变了我永恒的命运（Strobe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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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自我形象如何？你是否被罪疚感困扰呢？你是否因着别人有卓越

的表现而深深地自卑呢？你是否觉得别人比你更属灵呢？是否有人强加给

你一大堆律法规条强迫你遵行，拦阻你与主同行呢？  

 

本章的信息引导你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仔细思想他供给我们因信称义的

救恩，反复默想你的所是以及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记住：我们的救恩是我

们不配得到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赚来的，而是藉着信心得到现在的身份和

地位。这源于神的恩典，而且自始至终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来维持。  

 

3 在以弗所书 2:4-10 节中，保罗说得救之后的四个结果是什么？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过去和现在：  

第 2 部分（2:11-22）  

 

只要在地球上还存在着国家，在不同的人群之

间就会存在着争端。看一看下面这些把人们分为三

六九等的高墙吧：出生地点、性别、种族、宗教背

景、政治观点、所受教育、婚姻状况、贫富和印象

等等。然而在基督里完全不一样，保罗宣布：“并

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

书 3:28）  

 

和好——以弗所书的基本主题  

 

“和好”是以弗所书第 2 章整章的主题。和好的意思是把因着某种原因

分割开的对立的双方带到一起，重修旧好。首先，是基督藉着救恩将神和人

带到一起。当然这种和好也包括藉着相信福音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

 

课程 6.2 
 

目标 6.2.1   

解释“和好”的概

念，并且根据以弗

所书 22:11-22 节，

说明“和好”包括

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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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之间的和好（Erickson 1986，140）。第 1 节至第 10 节，重点强调基

督如何使个人与神和好。第 11 节至 22 节，重点强调神如何藉着基督使人与

人之间和好，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合一。这段经文所带来的好消息就是在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基督与神和好，被神接纳，成为他所拣选的子民。

对于一个充满种族冲突的世界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啊！  

 

4 以弗所书 2:11-22 节的“和好”是什么意思？  

 

没有基督，我们得到与神隔绝的结局

（2:11-12）  

 

保罗提醒这些生活在吕底亚流域的信徒们，他

们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是怎样的境况。这种境况有

五个方面的特征，可以用五个“没有”总结如下：  

 

没有基督，他们“与基督无关” 

他们没有弥赛亚或救主带给他们盼望。离开基督，他们只是天天走向神

的审判台。对于每一个没有来到基督面前的人来说，这是极其真实的事实。 

 

没有天国国籍，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保罗写作以弗所书的对象大部分是外邦人，他们没有神拣选的以色列民

所享有的属灵国籍，被那些自称为“受割礼的”人称为“没受割礼的”。当

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甚至仿佛听见了从那些骄傲的亚伯拉罕子孙口中发

出的对外邦人的轻蔑称谓。  

 

没有约，他们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这些外邦人不能享受神与以色列所立之约的任何权利，他们被犹太人看

作局外人，没有权利支取神所立之约的应许。  

 

 
目标 6.2.2   

列出保罗所描述

的人们在认识基

督之前的五种属

灵光景。  



 148

没有身份，他们“没有指望” 

没有基督，没有天国国籍，没有与神所立之约，他们没有盼望（帖撒罗

尼迦前书 4:5，13）。没有盼望不仅表现在他们不能享有以色列的盼望，而

且表现在他们也不能享有藉着基督所带来的复活的盼望（哥林多前书

15:14-19）。没有神所赐予的盼望（罗马书 15:13），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

指望（Bruce 1984，294）。  

 

没有永生的神，他们活在世上“没有神”。  

这些外邦人也许敬拜许许多多的神，但是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位

永生的神。这并不是说神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之所以得到如此的结局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罗马书 1:18-19），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真

实的。  

 

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家的难民，经过九死一生的亡命

生涯，终于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你非常贫穷，居无定所，盼望着新踏上的

这片土地成为你新的祖国。然而当地人没有一个人欢迎你，你也不会说他们

的语言。你的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即使你口袋里有一点钱，也不知道怎么花。

你不是那个国家的公民，没有合法的身份。你感觉极其孤单、恐惧、无助和

生疏……。这很像没有基督的人的属灵光景。  

 

其实保罗所描述的这些真理对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贴切的。我

们作为外邦人，都需要与神和好，都需要神彰显他的作为，使我们能够与他

和好。然而，一件令人悲哀的现实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

之下，都需要藉着基督与神和好（罗马书 3:9-18，23-24）。  

 

5 保罗是如何描述那些尚未藉着基督与神和好的人的属灵光景？  

 

 



 149

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和好（2:14-18）  

 

以弗所书的 2:13 中的“如今却”，指明基督为我

们所成就的四件事情：  

 

1、他使我们与神“得亲近”（2:13）  

“得亲近”是古代的犹太人用来描述某人的居住

地与耶路撒冷之间距离的远近。保罗证明神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使

我们与神“得亲近”。  

 

2、他带来了和睦（2:14-15）  

在没有和睦的地方，耶稣带来了和睦。在“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中的“他”，

在希伯来原文中的用法，清楚地显明神与人之间的和好是藉着耶稣自己主动

的行为——即他的肉身在十字架上的 受死。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的记载，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道围栏，将外邦人的外院与圣殿

主持仪式之处分割开。在这道围栏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外人不得进

入护卫圣殿的围栏以内。擅入者被抓住后一律处死。罪责自负！”当耶路撒

冷于主后 70 年被提多将军毁坏时，围栏被彻底摧毁。保罗在这里教导说，

藉着耶稣的死，这道围栏——“中间隔断的墙”，早就被基督“拆毁了”（Wood 

1978，39）。  

 

3、他带来了合一（2:15-17）  

耶稣在外邦人与犹太人之间带来了合一。他将二者做成一个新的族类

——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而是基督徒。他将自己的身体为二者献

上，当作祭物，因此带来了二者的合一。他将我们带到一起，他是“世人的

救主”（约翰一书 4:14-15）。因此，藉着基督所带来的和平福音传遍了整

个世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使我们在基督里“归为一体”。  

 

 
目标 6.2.3   

说明基督为我们

成就的“和好”的

四方面的表现

（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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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带我们进到父面前（2:18）  

后，耶稣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藉着圣灵带领到天父面前（希伯来书

4:14-16；10:19-22）。  

 

基督是如何成就神与人之间的和好呢？请看一下保罗用于描述基督为

我们所成就的和好所使用的一系列短语。首先是“靠着他的血”（2:13），

其次是“以自己的身体”（2:15），接着是“在十字架上”（2:16）， 后

是“藉着他”（2:18）。通过这些生动的描绘，我们看到一位多么奇妙的救

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人类所有的战争、和平的条款以及历世历代

的盟约所做不到的，他使世界上所有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他自己里面

合一。  

 

6 基督成就了四件什么事情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呢？  

 

1987 年，爱尔兰共和军发射的一枚炸弹在贝尔法斯特西部的一个城镇

爆炸。有十一人死亡，六十三人重伤。在这次灾难中，有一位名叫戈登·威

尔逊 [Gordon Wilson]的循道宗信徒。他是一名布匹商人。与他二十岁的女儿

玛丽 [Marie]一起，被埋在一米半深的混凝土与瓦砾之下。女儿临终前握着他

的手向他说的 后一句话是：“爸爸，我非常非常爱你！”。后来，威尔逊

在医院的病床上说：“我失去了宝贝女儿，但是我的心里没有怨恨。我每天

都在祷告，求神饶恕他们。”康复出院后，威尔逊展开了和解运动。他主动

与爱尔兰共和军见面，声明自己已经原谅了他们，然后请求他们放下武器，

与政府和解。当威尔逊于 1995 年去世的时候，爱尔兰和不列颠的各界都称

赞这位平凡的公民的不寻常的宽恕之心。（Yancey 1997）  

 

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做呢？因为他要达到和解的目的。首先，使人与神

和好（2:1-10），然后藉着他使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和好（2:11-22）。

基督的目的是要人类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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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

一体，与神和好了”（2:15-16）。  

 

藉着基督我们经历和好所带来的种种益处

（2:13，19-22）  

 

基督所成就的和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益处呢？我

们不再是在神的盟约、应许或供应之外，我们一同成

为神的子民（参彼得前书 2:9-10）。保罗用三个比喻

阐明这件事实：  

 

1、我们与圣徒同国  

保罗用一个人们熟知的国家作比喻。我们知道，人们出生并且成长的国

家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就是那个国家的公民，他们与所有出生于这个国家

的人都属于那个国家。因此基督徒与所有神的子民——历世历代的犹太人和

外邦人，都成为神国的子民。  

 

2、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保罗不仅使用了国家的比喻，而且还使用了家庭的比喻。强调在神的大

家庭中，这种家庭关系的亲热和紧密。没有任何距离存在，我们都是一家人。 

 

3、我们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圣殿  

我们是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即圣灵的居所。当以弗所的信徒看到这

个比喻时，在他们心中会浮现出两幅画面。首先，他们会想起既宏伟壮观、

又富丽堂皇的亚底米神庙，但是没有永生的神在那里面。其次，他们会想到

耶路撒冷的圣殿。然而，保罗的观点会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这是前所未有

的思想。永生神的圣殿不是用地上的建筑材料所建造，乃是用那些在基督里

被救赎、与神和好的人所建造。每人是一块“活石”。神的同在构筑成整个

 
目标 6.2.4   

保罗在描述基督

为我们成就永远

有功效的和好时

用了三个比喻，请

说出这三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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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而不是精美的建筑技巧或宗教礼仪。所有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

人，“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2:22）  

 

7 保罗描述基督和好的功效所用的三个比喻是什么？  

 

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想给美国总统打电话，你的电话可能根本无法接通。

或者试想你已经来到白宫的大门口，向门卫招手，命令他们放你进去。也许

这些门卫会把你塞进一个窄小的白色面包车，给你穿上一套滑稽的外衣，然

后把你抛出白宫门外。但是有一位比总统更大，他完全地接纳你，准许你来

到他面前，进入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家庭成员。而且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到

他的面前，叩门，就给你开门，热情地邀请你进入他的居所。你永远不会被

抛出来，他使你成为天国的子民。你再也不是一个外人了，而是他荣耀家庭

中的一员！  

 

神爱世人，耶稣为全人类的罪而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和好包括横向和

纵向两方面。首先他使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使人与

人之间也恢复了关系。因此，在基督徒中间不容许再有种族偏见、教育程度

或性别歧视存在的空间。由于种种因素所产生的自我优越感，如健康、成功、

智力、社会背景、国家背景、所受教育或财富等等，都是来源于骄傲，不明

白神恩典的本质。既然神藉着他的爱，使万有与他和好，我们理应也要成为

使人和好的使者。“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

归与神。”（罗马书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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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奥秘被揭示出来（3:1-13）  

 

我非常喜爱读侦探小说。迷人的故事情节吸引着我

的注意力，我坐在椅子上一直到读完才离开。因为总是

想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结果是怎样的。因此每当

我读侦探小说的时候，总是爱不释手，想一口气读完。

我们对奥秘的事情也有这样的倾向，这些奥秘也许是需

要侦破的一件谋杀案、需要解开的一个谜、有待解决的

一道难题等等，需要人们用智慧和谋略找到奥秘的谜

底。  

 

在某种程度上，以上的描述就是生活在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人们对待奥秘

的看法，尤其是当时信奉神秘宗教的人更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少数

被拣选、深入了解他们宗教的人才能明白真理，如历世历代的奥秘或宇宙的

奥秘等等，他们必须殷勤地寻求才能得到这种层次的知识。  

 

虽然保罗也使用了“奥秘”这个词，但它的含义是犹太人通常所理解的

“奥秘”，与外邦人所认为的“奥秘”的含义完全不同。据犹太人看来，“奥

秘”（3:9）就是曾经被隐藏，但是现在被揭示出来的真理，即使难以置信

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而且不是靠着人的努力或智谋就能晓得，因此是一种

“公开的奥秘”。保罗宣称，神自己已经将在基督里的奥秘揭示出来（3:11），

现在要传达给世界上的万国万民知晓。（Ladd 1974，93-99； O'Brien1993，

621-623；24）。  

 

奥秘已经被启示出来（3:1-5）  

 

首先，保罗想让信徒们知道为什么他被囚禁在狱中，以及为什么他写信

给他们。虽然保罗被犹太人起诉而被捕，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被犹太人出

 

课程 6.3 
 

目标 6.3.1 解释

保罗在以弗所书

中所使用的“奥

秘 ”与人们通常

所理解的“奥秘”

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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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虽然罗马政府拘押了他，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罗马政府的囚犯；虽然

他上告于凯撒，但是他并不仰望凯撒为他伸张正义。他是因基督耶稣的缘故

在他所在的地方，他是奉主的命令看顾其他人的需要（参腓立比书 1:12-13）。

这是他面对各种艰难环境的典型 度！  

 

保罗将自己看作基督奥秘的管家或执事——基督奥秘已经启示给全人

类。奇妙的是，这个奥秘不再隐藏。虽然在以前的历世历代，这个奥秘只是

朦胧地启示给先祖和先知们，但是现在圣灵已经将它在基督里以清晰和奇妙

的方式启示出来。  

 

令人印象深刻的侦探故事成功的关键在于时机。侦探故事一般的次序

是：首先搭建舞台，介绍情节，然后是人物出场，接着构筑了一个又一个悬

念， 后是真相大白，结局被启示出来。神的奥秘的启示也是在于时机。经

上记着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

4:4-5）  

 

基督奥秘囊括全人类（3:6）  

 

在第 6 节，保罗阐明神的奥秘的内容。他的描述

是以弗所书 2:11-22 节奇妙真理的总结或重申。保罗

说，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信徒也被欢迎加入基督的身

体，就像犹太信徒一样。  

 

在新约圣经中翻译为“外邦人”的希腊原文是“ethnos”，字面意思是

“列国”或“世上的各民族”（Gingrich 1983，55）。保罗也是第一个承

认并肯定圣经里清楚教导过的神对以色列民历世历代的计划的人。在罗马书

九至十一章，他对此做出清晰的陈述，但是他仍然充满激情地争辩，神的奥

 
目标 6.3.2 说明

在神的“奥秘”

中包含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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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神不可思议的救赎计划）也囊括了所有的民族，不论人的种族文化、性

别或世上的身份地位。实际上，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人被神的恩典呼召并且

得救，与犹太信徒一起，平等地成为属神自己的选民。  

 

神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视同仁。实际上，保罗用于描述二者在基督里的

关系的词语，强调了这种关系的亲密性。每个词语都是由含义为“同……一

起”的希腊语介词构成的复合词。保罗在这里宣告说，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 

 

“同为后嗣”  

神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立约的应许得以坚固，并且赐给所有拥有亚

伯拉罕那样的信心的人（罗马书 4:16-25），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分享

了神的这些应许。  

 

“同为一体”  

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奇妙的和解，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拥有被称为“基

督的身体”的极大特权与相应的责任（罗马书 12:4-5；哥林多前书 12:12-27；

以弗所书 4:11-16；5:22-30；歌罗西书 1:18）。何等奇妙！神把各族各方

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使

他们在基督里合一。  

“同蒙在基督里的应许”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也提到过“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1:1）。

神不看那些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隔断的墙”，如种族、文化、性别、年龄

等，成就了他的应许。他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哥林多后书

1:19-20）。  

 

我们有幸收养了三名美国出生的孩子，虽然我们并不是唯一收养孩子的

父母，而且我们也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当我们决定收养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尽全力，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待他们。因此她们在我们家



 156

中就像我们自己的亲生女儿。她们对我们的财产拥有平等的继承权。我们非

常爱她们，在每方面像亲生女儿一样接纳她们。也许，从很小的程度上，我

们已经反映出了“基督的奥秘”（3:4）。  

 

基督奥秘包含相应的责任（3:2，7-9）  

 

保罗意识到临到万民的恩典——即临到世界上

所有人的益处——都是因为神关于“基督的奥秘”的

启示，并且藉着基督的献祭使之成就。然而同时，他

也意识到这个奥秘也包含着相应的责任，他从至少四

个方面谈到这些责任：  

 

1、神恩典的管家的责任（3:2）  

保罗在第 2 节说：“谅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

付我”，这里所用的“职分”，意思是某人被委派管理家庭的财务和事务，

就像管家所起的作用一样（Rienecker 1980，524）。保罗视福音为惠泽普

世的恩典，保罗的责任是成为福音的管家（哥林多前书 4:1-2；9:16-17；歌

罗西书 1:25-28）。  

 

8 如何将以弗所书 3:6 的信息应用在你们的教会、你们的社区以及我们周围的世

界？  

 

2、仆人（执事）的责任（3:7）  

然后保罗采用了他非常喜爱的希腊词语“diakonos”描述基督徒的服事，

意思是“仆人”，有时作“餐桌侍者”。保罗看来，成为福音的执事是能够

想象到的 大荣誉——一项不配得到的福气（Bruce 1984，316-3 17）。他

认为主的仆人只有靠着“他运行的大能”才能胜任这个职分。  

 

3、传扬基督的责任（3:8）  

目标  6.3.3  

鉴于基督的奥秘

已经显明，列出

基督徒相应的四

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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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整个世界“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是何等荣耀、何等尊贵的特权

啊！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词语与旧约七十士译本描写神的道路深不可测所用的

词语是同一个（参罗马书 11:33）。这个词语形容在基督里无限的丰富。从

前恶毒逼迫教会的保罗，现在竟然向整个世界传扬福音（哥林多前书 15:9 

-11），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也是何等大的责任！  

 

4、将真理教导清楚的责任（3:9）  

后，保罗强调将真理教导清楚的重要性。保罗视之为自己的责任，就

是将神藉着福音现在已经启示出来并且赐予全人类的真理“使众人都明白”。

他知道在教导事工中，喜乐来自于帮助人们明白神在基督里为他们所预备的

一切。实际上，这也是保罗使徒式祷告的主题（1:17-19）。  

 

宣教士大卫·格兰特 [David Grant]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供应者，他对我们的需要总是很留心，供应我们

真正需要的所有东西。但是他并不忽略我们当尽的责任。当爸爸一整天都不

在家的时候，他会写一张纸条，列出我们那天当做的事情。当他回家后，他

希望看到所写的事项都已经完成。将来有一天，我们既恩慈又慷慨的主要回

来，到那时我们是否完成了他所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呢？（Grant] 2004）。 

 

基督的奥秘揭示出神的心意（3:10-13）  

 

基督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奥秘有宏观和微观两方面

的目的。首先，保罗说道，神愿意让教会“得知神百般

的智慧”，他要使所有被救赎的人给这个世界做一个示

范，显明神的恩典在基督里能成就何等大的作为，这是

神宏观的目的。  

 

 

目标 6.3.4  

说明基督的奥秘

得以成就的两个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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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微观方面，要成就基督的奥秘，必须藉着祷告。在旧约时代，

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在圣殿的至圣所亲近神，并且身上必须带着祭牲的

血，如果擅敢在其他时间进入至圣所亲近神，那么就意味着死亡。但是保罗

现在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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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4:12；希伯来书 4:14-16；10:19-22）。无论我们过去有任何背景，我

们的地位高低，我们的性别或肤色如何，我们都能够藉着基督在祷告中来到

神面前亲近他（Wood 1978，48）。  

 

2000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了一次大型庆祝会，来自世界上

几乎每个国家所有得救的人列队进入庞大的露天体育场，那是一个多么激动

人心的时刻啊！当他们用各种语言发出炽热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时，也是同样

地激动人心！这样的聚会已经举办了很多年，每次都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参

与者，然而，这样的聚会比起将来在天上的聚会，就算不了什么了，那时，

“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扬声赞美神（启

示录 7:9-10）。  

 

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信息！保罗称之为“奥秘”，就是过去曾经隐藏，

但是如今已经公开地启示出来。现在告诉你一个关于这个奥秘的好消息，就

是你也就被包含在里面！我也被包含在里面，所有信徒都被包含在里面！“神

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斜体字为著者所加，表示强调）。“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

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

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彼得前书 2:9-10）。“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 3:26）。藉着福音，神已

经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族类，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乃是基督徒。

你现在藉着信靠基督成为神家庭中的一员了吗？现在你就可以加入神的大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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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及颂赞（3:14-21）  

 

你是否曾经在做事的时候被打断过？是一个懊恼

的经历还是愉快的经历呢？好像保罗经过一段比较长

的中断后，又开始进入祷告之中（2:1-3:14）。在第一

章，保罗以“因此”开始了他的使徒式祷告（1:15-23）。

他祈求天父赐给生活在以弗所极其周围地区的信徒“智

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够以更深入、更个人化和更

准确的方式认识基督，知道他们被召有何等盼望，他们

在基督里有何等丰盛的基业，以及在他们生命中所运行的神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但是接下来，保罗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们在他们接受基督以前他们的行事

为人如何，以及接受基督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2:1-22）。后来很显然，保

罗试图继续他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所以在第 3 章的一开始就用“因此”（3:1）

作为引语，准备继续他的祷告。但是他话锋一转，解释自己是“基督的奥秘”

的管家——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无论有任何背景、种族、文化、性别或生活

状况，都能在基督里加入神的大家庭（3:2-13）。这是多么美妙的离题啊！

这是圣灵默示多么奇妙的打岔啊！因此到了第 3 章快结束的时候，保罗才完

成他在第 1 章开始的祷告（请留心以弗所书 3:14 的迹象词语“因此”）。  

 

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上半部分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感叹号。在这一部

分，保罗强调了神在基督里的预备，相当于“陈述—祈使模式”中的陈述部

分（见第 5 章，课程 1）。保罗提醒他们在基督里他们的所是以及他们在基

督里的所有。告诉他们基督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为他们成就的，现在为他们

正在成就的，以及未来为他们将要成就的。他系统地教导他们一种属灵的意

识，就是提醒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上半

部分结束之前的祷告，就像使徒所写属灵交响乐的结束号角：号、钹、鼓一

齐奏响，将乐章推向高潮。  

 

课程 6.4 
 

目标 6.4.1  

说明在以弗所书

中保罗伟大的使

徒式祷告是如何

开始、中途暂停、

后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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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鉴于我们已经认识基督的奥秘，每个基督徒肩负的四种责任是什么？  

10 在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中（3:14-21），保罗祷告的四件事情是什么呢？  

 

神在基督里为信徒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

（3:14-19）  

 

到此为止，以弗所信徒被再次提醒他们在基督里

所拥有的，能够使他们过一个刚强得胜的基督徒生

活。因为“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

气”（1:3）。“因此”，保罗屈膝在荣耀的父面前，倾心吐意地为他们代

祷，他愿意这些信徒晓得他们的所是以及他们的所有。保罗尤其为每个信徒

都需要的四件事情祷告，渴望他们：  

 

1、藉着圣灵使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3:16）  

生活在以弗所以及周围地区的信徒面临非常严峻的属灵环境，考验着他

们的信心。他们与属灵的仇敌争战，这些仇敌的战术就是消耗他们灵里的力

量（6:10-12）。他们需要足够的内在力量抵挡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这正是

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在希腊原文中，第 16 节所使用的“力量”这个词语是

第 13 节“丧胆”的反义词（Wood 1978）。这也正是今天的基督徒成为得

胜者所需要的——藉着圣灵的力量。  

 

2、使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心里（3:17）  

其次，保罗祈求基督越来越“住在”信徒们的心里，这是圣灵内住的自

然结果。实际上，这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罗马书 8:14-16；加拉太书 4:5-7）

（Fee 1994，696）。这种圣灵内住的事实，使基督徒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基

督的同在，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藉着信心得以持续。  

 

 
目标 6.4.2  

列出保罗在以弗

所书 3:14-19 中

祷告的四件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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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深地明白基督的爱（3:17-19）  

保罗深信，基督徒生命中 大的需要之一是时刻意识到神多么爱他们，

并且这种意识需要不断地成长。他祈求他们将属灵生命深深地扎根于神的爱

中，并且更深地明白神的爱。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术语创造了一个令人惊诧、

自相矛盾的语句：“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译者注：英文新国际版

为：知道）的”（3:19）。（黑体为译者所加，表示强调）  

 

保罗在说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在不断进深的认识

神的爱的过程（耶利米哀歌 3:22-23；罗马书 8:5-39）。所以，如果说“你

不知道神多么爱你！”无论从神学真理方面，还是从实际事实方面都没有错，

因为需要我们每天更深、更深地认识神的爱。  

 

一首著名的教会赞美诗歌这样唱道：  

如果我们能将海洋当墨水，将蓝天作白纸；  

将每根树枝当钢笔，将每个男人作文士，  

若书写神的爱，将把海洋耗干；  

书卷写不尽，蓝天不够用；  

啊，神的爱，何等丰盛，何等纯洁！  

无法测度，无比刚强！  

圣徒和天使颂赞永远！（Lehan 1976）  

 

4、使他们被神的丰富所充满（3:19）  

后，保罗藉着祷告做出总结。“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

（第 19 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神的丰富所充满就减少了神的丰富，他的

丰富是无穷无尽、没有止境的；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被神的丰富所充满就使我

们成为“小一点的神”。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在基督里已经给我们预备了神

圣的资源，使我们完全能够过一个刚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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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还记得一个人告诉我有关他去探望年迈的母亲的事情。他惊讶地

发现，他的母亲过得就像一个贫民窟的穷人。衣柜里面装着已经磨旧的衣服，

碗橱已经掉漆，冰箱里面空空如也，而且房子破损不堪。老母亲因为缺钱，

所以不去医院看病。调查母亲的经济状况以后，才发现事情大相径庭。原来

已经过世的丈夫为她预备的远远超过她的需要，而她竟然不知道！如果基督

徒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产业，也是如此。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已经预

备好了，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说：“天父，帮助

他们明白他们是谁，并支取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  

 

11 这四件事情与你的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关系？  

 

神能够在基督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地供给

我们一切需要（3:20-21）  

 

当保罗详述信徒所拥有的属灵福气时，他的心中充

满了感恩和喜乐（1:3）。神已经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

预备了超过所求所想的供应，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超

过我们所求所想地成就一切。因此，保罗自然地从心中

迸发出对神的敬拜。  

 

每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要表述非常重大的概念或主题，很

难用言语将它表达得非常精确。你会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词语，反复斟酌

每一个措辞，甚至为某个措辞而征求可信赖的同事的意见。你这样做的目的，

是力求把概念如实地表达清楚。这就是保罗所面对的难题，他唯一的资源是

使用很多 高级（极端的词语）、句子以及比喻，试图将基督里的丰富描绘

清楚。这一切都是出于圣灵赐给保罗的默示，它成为圣经中 壮观、 宏大、

令人崇敬的对神的赞辞之一。  

 

 
目标 6.4.3  

描述在以弗所书

上半部分的 后

（3:20-21），保

罗 是 如 何 敬 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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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能够做什么？  

“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第 20 节）。我们已经习惯于不敢

祈求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梦想超过了我们的资源。但

是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观念恰恰相反，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者说我们的梦想，

不会超越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  

 

2、神如何能够成就？  

第 20 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成就这一切。这种“大

力”，就是保罗所说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而且使他升天，使他坐

在天父的右边。也是这种能力，使他能够治理并维持万有（1:19-22；歌罗

西书 1:15-18）。就是这种不可测度的能力在基督里运行在 谦卑的信徒心

中，使他们每天能够过圣洁得胜的生活。  

 

3、为什么神要得着荣耀呢？  

英文生命版圣经极好地表达出保罗赞美神的特点和实质，如果直译的

话，它是这么说的：“荣耀归给神，因为他藉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能

够成就远超过我们敢于祈求甚至敢于梦想的——无限量地超过我们 高层

次的祷告、 美好的愿望、想象或盼望。因着他藉着耶稣基督为教会所成就

的总体计划，愿他永永远远得荣耀，直到无尽的永世！”（3:20-21，英文

生命版）。  

 

你遇见耶稣了吗？你在基督里经历丰盛的生命了吗？你给神机会让他

在你的生命中成就大事吗？你是否开始梦想神要藉着圣灵要在你们教会，并

且使用你们教会成就奇事吗？神默示的话语已经强调，现在再一次强调——

神能够！  

 

12 在保罗看来，神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在信徒的生命中成就一切？如何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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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测  试  

单项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圈起来。  

1、没有基督的人们是            

a) 贫穷、失丧、失控、走向神的审判。  

b) 失丧、死在自己的罪中、失控、走向神的审判。  

c) 痛苦、失丧、死在自己的罪中、失控。  

d) 贫穷、死在自己的罪中、失丧、走向神的审判。  

 

2、根据本课程内容，得救以及在基督里的四个结果是        

a) 生命、盼望、地位和生命的目的 /潜力。  

b) 兴盛、地位、盼望和生命的目的 /潜力。  

c) 逼迫、生命、盼望和生命的目的 /潜力。  

d) 地位、兴盛、盼望和生命。  

 

3、保罗形容没有接受基督的人们，是没有            

a) 盼望、神、生活目的、基督和未来。  

b) 基督、天国国籍、盼望、与神的约和神。  

c) 生活目的、命运、天国国籍、盼望和神。  

d) 基督、天国国籍、与神的约、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  

 

4、信徒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带给他们              。  

a) 盼望、合一、生活目的和与神亲近的权利。  

b) 与神亲近的权利、盼望、合一和兴盛。  

c) 盼望、和平、生活目的和兴盛。  

d) 与神更近、和平、合一和与神亲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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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徒与神和好的益处是             

a) 成为天国的子民。  

b) 成为神家中的一员。  

c) 一起被建造成为圣殿，成为神的灵居住的所在。  

d) 以上都对。  

 

6、保罗使用“奥秘”这个词语的含义，是以下哪类人通常使用的？  

a) 希腊人。  

b) 罗马人。  

c) 犹太人。  

d) 信奉神秘宗教的人。  

 

7、在新约圣经中，希腊词语“ethnos”经常被译为“外邦人”，这个希腊

词语的字面意思是             

a) 异教徒。  

b) 列国。  

c) 没受割礼的。  

d) 局外人。  

 

8、鉴于基督徒已经晓得基督的奥秘，他们相应的四项责任是             

a) 成为神恩典的管家，成为仆人，传扬基督，将真理教导清楚。  

b) 为主受苦，成为仆人，传扬基督和款待客人。  

c) 款待客人，成为仆人，传扬基督和将真理教导清楚。  

d) 慷慨给与，成为仆人，传扬基督和款待客人。  

 

9、在以弗所书 3:7 中，保罗称自己是福音的“执事”，这个词语的希腊文

字面意思是             

a) 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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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别人有义务的人。  

c) 餐桌侍者。  

d) 谦卑的人。  

 

10、保罗在以弗所书 3:14-19 节的祷告中，他祈求神使以弗所的信徒             

a) 知道在主里的喜乐和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b) 被圣灵的大能大力所刚强，知道他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他的爱。  

c) 在主里生根建造，拥有主的喜乐。  

d) 被神的丰富所充满，拥有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