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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課】 

(四、外邦人被納入同一個身體 (2:11-22)) 

3. 外邦人是神家裏的一員 (2:19-22) 

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與聖徒一同作國民，是 神家裡的人了， 20 並

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穌自己就是奠基石， 21 整座建築都靠著他連接配

合，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裡面的聖所。 22 你們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

居住的所在。 

2:19 

 外人和客旅，外人在 2:12 所形容是諸約的應許上，是局外人，意思是外人或陌生人。

客旅，是住在家以外的地方的人。 

 聖徒是信徒群體，與其他的信徒都屬被神統治的天上國度，而稱爲這國度的百姓。從

這個範疇轉到親密的家庭範圍，是神家裏的人了。 

 外邦人與猶太信徒都在神的國度裏，為神國的國民。也在神的家裏，同爲兒女。 

2:20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prophets 

根基[θεμέλιος themélios] the foundation 根基 

o 這根基是使徒和先知所組成，基督耶穌是房角石。 

o 使徒和先知的連結，在保羅書信其他地方所未有的角色。是指首批領受並傳揚

神在基督裏啓示，有權威的人。 

 基督耶穌自己就是奠基石(和：房角石) Jesus Christ himself being the chief corner 

stone 

奠基石/房角石[ἀκρογωνιαῖος akrogōniaîos] the corner foundation stone 房

角石，喻意：指基督。 

o 一切都建於基督之上，由基督支持，建築物繼續施工的位置和形狀，也是由基

督。這奠基石/房角石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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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2 

 這二節經文是二個平行的關係子句，都以在主裏面和在祂裏面。基督在這建築物，即

新群體，扮演中心的角色。是祂在關乎教會的合一(連接配合)及成長(漸漸增長)上重要

的地位。 

21 整座建築都靠著他連接配合， 

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裡面的聖所。 

22 你們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 

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2:21 

 文字是整座 (和：各(全)房)，指每一個教會，構成普世或大而公教會6。指整個建築

物：房角石、根基、和上面的結構。 

新譯本 和合本 

整座建築 

都靠著他連接配合， 

漸漸增長成為 

在主裡面的聖所。 

各(全)房 

靠他聯絡得合式， 

漸漸成為 

主的聖殿。 

o 整個結構的各部分聯絡起來，是持續性的活動。這個建築物仍然在建造中。 

o 主裡面的聖所(和：主的聖殿)，指教會的會衆 

難道不知道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面嗎？ 17 如果有人毀壞 

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這人，因為 神的殿是聖潔的，這殿就是你們。 (林

前 3:16-17) 

2:22 

 最後强調是神藉著聖靈在這居所的位置，收信人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 

 藉著聖靈，神住在收信人當中，復活主的靈與他們同在。 

思考： 

我們本來不算是神家裏的一份子，現在成爲新人，可以直接到父神那裏去。 

 我們跟其他在神家裏的人，有隔閡嗎？ 

o 是我不願意跟人親近？爲什麽？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親近神，而且被稱爲一個新人。 

o 我拒絕被稱爲新人，而告訴神，我不配嗎？ 

o 既然是神家裏的人，爲什麽我還需要成長和建造？ 

                                                      
6 使徒信經中的一句：…..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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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的奧秘、管家職分 (3:1-13) 

因此，我這為你們外族人的緣故，作了為基督耶穌被囚禁的保羅，為你們祈求── 2 想必

你們聽過 神恩惠的計劃，他為你們的緣故賜恩給我， 3 藉著啟示使我可以知道這奧祕，

就像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過的。 4 你們讀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5 這

奧祕在以前的世代並沒有讓世人知道，不像現在藉著聖靈啟示了聖使徒和先知那樣。 6 這

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7 我作了

福音的僕役，是照著 神的恩賜（「恩賜」或譯「恩賞」）；這恩賜是按著他大能的作為

賜給我的。 8 我本來比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神還是賜給我這恩典，要我把基督那測不透

的豐富傳給外族人， 9 並且使眾人明白那奧祕的救世計劃是甚麼（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

在創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10 為了要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

道 神各樣的智慧。 11 這都是照著 神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成就的永恆的旨意。 12 我

們因信基督，就在他裡面坦然無懼，滿有把握地進到 神面前。 13 因此，我懇求你們，

不要因著我為你們所受的苦難而沮喪，這原是你們的光榮。 

 3:1 要為收信人禱告，只做了提示，到 3:14-21 才禱告。 

 3:1-13 與西 1:24-28 非常相似，很多平行的經文，各有不同的重點。因爲不同寫作背

景，寫作的目的不同。 

1. 代求前言 (3:1) 

3:1 

因此，我這為你們外族人的緣故，作了為基督耶穌被囚禁的保羅，為你們祈求── 

 以”因此”連接 2:19-22，直接稱呼收信人外族人(和：外邦人) 

外族人[ἔθνος éthnos] Gentile, heathen, nation, people 異教徒，外邦人；國、民。 

 當保羅向外邦人宣告，脫離律法主義的福音，導致他在耶路撒冷、該撒利亞、和羅馬

等地的被捕和監禁。 

 為你們外族人的緣故，並不是怪罪於他們，而是要告訴他們，神的奧秘傳給外邦人，

是他的心意。 

2. 保羅為奧秘的管家 (3:2-7) 

想必你們聽過 神恩惠的計劃，他為你們的緣故賜恩給我， 3 藉著啟示使我可以知道這奧

祕，就像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過的。 4 你們讀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5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並沒有讓世人知道，不像現在藉著聖靈啟示了聖使徒和先知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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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7 我

作了福音的僕役，是照著 神的恩賜（「恩賜」或譯「恩賞」）；這恩賜是按著他大能的

作為賜給我的。 

3:2 

 計劃 (和：職分)，職分[οἰκονομία oikonomía] dispensation, stewardship 安排，計劃；管

家，職分 

新譯本 

(直接受格 單數 陰性) 

和： 呂： 

神恩惠的計劃，他為你們

的緣故賜恩給我 

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

的職分託付我 

賜給我恩典上的職分 

 

o 經文例子： 

主人把他叫來，對他說：『我聽見關於你的是怎麼一回事呢？把你管理的帳目

交代清楚 an account of thy stewardship，因為你不能再作管家了 for thou mayest 

be no longer steward。』 

那管家心裡說：『主人不要我再作管家了，我作甚麼才好呢？鋤地吧，沒有力

氣！討飯吧，怕羞！我知道要怎麼作了，好使人在我離開管家的職務以後，接

我到他們家裡去。』(路 16:2-4) 

 恩惠的計劃，一再的用很强的語氣提到到恩 (3:2,7,8)，既是前面提到的奧秘：使我們

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9) 

3:3 

 希望收信人像他自己所領受一樣，得到神的啓示。領受了神的恩典的管家職分。 

 如前所說：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1:9)，外邦人與猶太人一起被納入基督的身體

内，因此就有份於神的救恩。 

3:4 

你們讀了，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你們讀了，若停止這裏，不知道讀什麽？ 

o 是接著上一句話：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過的， 

o 繼續下一句話：就可以知道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o 並且再隔一節 3:6，再提到奧秘：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

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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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這一節中的二個對比： 

以前的世代，沒有讓世人知道； 

而現在，因爲藉著聖靈，就啟示了聖使徒和先知。 

 聖使徒，前面提到過使徒，在本書多次以廣汎的意思，見 1:1 的解釋。聖 是對使徒的

描述，說他們是被分別出來歸於神的。 

思考： 

求神賜給我智慧，帶領我。 

 「你們讀了…」，求神帶領我讀祂的話語。 

 使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奧祕」。 

 

3:6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 

同作後嗣， 

同為一體， 

同蒙應許。 

 後嗣，一同承受產業的。藉著福音，地上的萬族，既然是兒女，就是後嗣；是 神的

後嗣，也和基督一同作後嗣。 (羅 8:17) 

 一體，外邦基督徒，也和猶太信徒，被納入同一個身體，在基督的身體裏，同爲肢

體。在 2:16,19，基督既然藉著十字架消滅了仇恨，就藉著十字架使雙方與 神和

好，成為一體...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與聖徒一同作國民，是 神

家裡的人了。 

 應許，前一章提到外邦人本來不在這個福氣裏：那時，你們是在基督以外，與以色列

國無分，在帶有應許的約上是外人，在世上沒有盼望，沒有 神。 (2:12)。現在這是

第三個特權，外邦人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外邦人得以有份在基督耶穌裏，藉著

福音而得。當福音被宣告的時，接受的外邦人就在主耶穌的死和復活上與祂聯合。 

 在別處經文也同樣的形容： 

 神願意使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族人中有多麼榮耀的豐盛，這奧祕就是基督在你們

裡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西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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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作了福音的僕役 (和：福音的執事)。僕役[διάκονος diákonos] an attendant, a Christian 

teacher and pastor—deacon, minister, servant. 某人的僕人，福音的執事，教會的執事；

幫助者，在福音上作神的執事，在主裡的僕役。 

 是照著 神的恩賜(恩賞)，是接著：為你們的緣故賜恩給我(3:2)，就成了福音的執事，

也就是福音的僕人，成爲外邦人的宣教士。 

恩賜 [δωρεά dōreá]a gift  (神的) 禮物, 贈予 

 同樣的内容，也在：這福音你們聽過了，也傳給了天下萬民；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

僕役。 (西 1:23) 

 因爲神的恩典，神所賜的大能，保羅在福音上，竭力奮鬥，格外勞苦： 

我也為了這事勞苦，按著他用大能在我心中運行的動力，竭力奮鬥。 (西 1:29)  

然而靠著 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賜給我的恩典並沒有落空；我比眾

使徒格外勞苦，其實不是我，而是 神的恩典與我同在。(林前 15:10) 

思考： 

保羅照著神所賜給的恩賞/恩賜，作了福音的僕人。 

 神給了我些什麽恩賞/恩賜？ 

 爲什麽神賜給我恩賞/恩賜？什麽目的？ 

 

3. 傳揚神旨意中的奧秘 (3:8-13) 

我本來比聖徒中最小的還小， 神還是賜給我這恩典，要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

族人， 9 並且使眾人明白那奧祕的救世計劃是甚麼（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10 為了要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

慧。 11 這都是照著 神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成就的永恆的旨意。 12 我們因信基督，就

在他裡面坦然無懼，滿有把握地進到 神面前。 13 因此，我懇求你們，不要因著我為你

們所受的苦難而沮喪，這原是你們的光榮。 

3:8 

 在保羅的寫作裏，用了極端的形容詞：最小的還小，和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提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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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也用了舊人和新人的二個極端形容：小 和豐富。並不是像東方人一貫的，以不

實際的謙卑為藉口，裹足不前。 

o 而是藉此强調了神的奇異恩典，所以他能致力於宣教，把福音傳給外邦人。 

 測不透的豐富，測不透[ἀνεξιχνίαστος anexichníastos] cannot be comprehended 

不可測量的，難以明瞭的。形容後面的豐富，富足，豐盛的意思。 

 這一句表示了，所傳揚的乃是關乎神的恩典和榮耀的豐富，是基督所擁有，慷慨的賜

給世上信祂的的人。 

3:9 

 奧祕的救世計劃，這奧秘本來是：這奧祕是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有的 神裡面的。 

o 神爲了救贖祂的百姓，藉著基督的死，使百姓與祂自己，並於彼此和好。 

o 神的救贖計劃，是在創世以前就預備了，隱藏在創造萬物的神裏面，未被人們

瞭解，現在讓衆人明白了。 

3:10 

 這節經文的三部分：1 使天上執政的和掌權的，2 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3 神各樣的

智慧。 

o 對象是天上的領域，在 1:10 提到過，掌權者可能包括所有的天使，不論善惡。 

o 教會給這些天上權勢一個明確的提醒，一切都要臣服于基督。 

o 多樣性的智慧是特別指神的各種豐盛作爲，使多文化、多種族群體被聯合起

來，在基督的身體裏，同爲肢體。神的智慧在這奧秘裏，被反映顯示出來。 

3:11 

 照著…..永恆的旨意，是接著上一句話 3:10 相連，表示神藉著教會彰顯祂的永恆計

劃。在已經有的計劃，如今在主基督耶穌裏成就，我們都在等最終的結果。 

3:12 

 坦然無懼，滿有把握，是因爲信基督，有信心的來到神面前，這不是敵對的權勢和掌

權者所能阻擾的。 

3:13 

 保羅所受的苦，是因爲神的差派，去使這些收信人知道這奧秘。因爲任務的重要，保

羅懇求他們，不要因他的苦難而喪膽。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我覺得喜樂；為了基督的身體，就是為了教會 (西 1:24) 

 保羅形容他的受苦，爲了引導別人領受救恩和生命，是榮耀完滿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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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為了選民忍受一切，好叫他們也可以得著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

榮耀。 (提後 2:10) 

 

思考：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藉著福音，就可以同樣的作神的兒女。藉著福音？對還不是神的兒女的人，是什麽

意思？ 

o 我是神的兒女嗎？我身邊有不是神的兒女嗎？ 

 “現在藉著教會都可以知道 神各樣的智慧”，神的智慧，是怎麽藉著教會，讓我

知道？ 

o 藉著教會的什麽些節目，讓我得到神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