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 Ephesians 3:1-13 

1 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
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
們祈禱． 

2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
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
基督的奧秘． 



以弗所 Ephesians 3:1-13 

5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
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
啟示祂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
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
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7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 
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祂運
行的大能賜給我的． 



以弗所 Ephesians 3:1-13 

8 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
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
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
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
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
裡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 

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
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以弗所 Ephesians 3:1-13 

11 這是照 神從萬世以前、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
定的旨意。 

12 我們因信耶穌、就在祂
裡面放膽無懼、篤信不
疑的來到 神面前 

13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
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
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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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的奧秘 The Mystery of God 

Ω神的奧秘是基督 The mystery of God is  

      Christ (哥羅西 Colossians 2:2) 

Ω基督的奧秘是教會 The mystery of  

      Christ is the church以弗所 Ephesians 3:9-10  

9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

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是如何安

排的 

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

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一.神的奧秘 The Mystery of God 

Ω奧秘已經啟示 The mystery is revealed 

以弗所 Ephesians 3:5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
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祂的
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Which in other ages was not 

made known to the sons of 

men, as it is now revealed to 

his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by the Spirit 



一.神的奧秘 The Mystery of God 

Ω奧秘的內容 What is the mystery? 

 以弗所 Ephesians 3:6 
這奧秘就是外
邦人在基督耶
穌裡、藉著福
音、得以同為
後嗣、同為一
體、同蒙應許 



一.神的奧秘 The Mystery of God 

Ω得什麼應許？ What is the promise？ 
加拉太 Galatians 3:2-9 

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
音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
全麼…那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
能的、是因你們行律法呢、是因你們聽信福
音呢.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
拉罕的子孫…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和有
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以弗所 Ephesians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
賜恩給我、將關切
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以弗所 Ephesians 3:7-8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是照神的恩賜．這恩
賜是照祂運行的大能 

賜給我的．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
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二.掃羅：恐怖分子 Saul: A Terrorist  

 參與殺害司提反   Involved in murdering    

        Stephen  使徒行傳 Acts 7:1-58  

司提反說…你們這硬著頸項、
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
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
你們也怎樣…眾人聽見這話、
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
切齒…把他推到城外、用石
頭打他…把衣裳放在一個少
年人名叫掃羅的腳前。 



加拉太  Galatians 1:13-14 

二.掃羅：恐怖分子 Saul: A Terrorist  
 迫害教會 Persecuted the church 

      使徒行傳 Acts   
22:4-5 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
地、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 …我又領了…
書信、往大馬色去、要把在那裡奉這道的
人鎖拿、帶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
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我又在猶太教中、
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我
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二.掃羅：恐怖分子 Saul: A Terrorist  
 但罪人中的罪魁得救了   But “chief of  

         sinners” was saved 
提前 1 Timothy 1:13-16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

逼迫人的、侮慢人
的．然而我還蒙了憐
憫、因我是不信不明
白的時候而作的 

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
豐盛、使我在基督耶
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二.掃羅：恐怖分子 Saul: A Terrorist  
 但罪人中的罪魁得救了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
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
人中我是個罪魁。 

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
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
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
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
的人作榜樣。 



1.不管你外在表現如何，你裡面是否仍 

  有陰暗面？No matter how you appear to  

                                 others, do you have a dark side? 

2.不管你犯過多少的罪，你還有希望嗎？ 

   Regardless of what you have done, are you beyond  

        hope? 

3.雖然你過去是污穢的，你還能在神裡 

  有一個新的開始嗎？Though your past is  

                      soiled, can you find a new beginning with God? 

問題 Questions 



三.從掃羅到保羅：強烈的翻轉 
Saul to Paul：A Violent Conversion 

 在大馬色的路上 On the Damascus road 

使徒行傳 Acts 9:1-3, Acts 26:12-13 



三.從掃羅到保羅：強烈的翻轉 

 中斷，回轉，重生 Interrupted, repented,  

       reborn     使徒行傳  Acts 9:4-6, Acts 26:14-19 

掃羅！
掃羅！
你為
甚麼
逼迫
我？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三.從掃羅到保羅：強烈的翻轉 
 瞎眼，謙卑，依靠 Blinded, humbled,  

       became dependent 

使徒行傳 Acts 9:8 

掃羅從地上起
來、睜開眼睛、
竟不能看見甚
麼．有人拉他
的手、領他進
了大馬色． 



問題  Question 
 你是否正在以腳踢刺?    Are you  

                                 kicking against God’s goads? 

使徒行傳 Acts 26:14b  

向我說、掃
羅、掃羅、
為甚麼逼迫
我．你用腳
踢刺是難的。 



五.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羅馬書 Romans 3:24-26 

24 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
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
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
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
時所犯的罪． 

26 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知道他
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