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講道系列 (20)
The Book of Ephesians Series (19)

屬靈福份-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2)
Knowing the Mystery of God’s Will (2) 

以弗所書 1: 9-10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Knowing the Mystery of God’s Will (vv. 8-10) 

8 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不作糊塗人

作有永恆價值的事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Knowing the Mystery of God’s Will 



3) 懂得如何預備將來

1) 懂得如何善渡餘生

2)  體驗經歷神的真實

目標 Purpose

動力 Power

盼望 Prospect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4)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2)
Knowing the Mystery of God’s Will (vv. 9-10) 

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 到了所計劃的時機成熟【新譯本】 )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何謂神的旨意？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何謂奧秘？

何謂神旨意的奧秘？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
遠避淫行。

帖前 5:16-18 
16要常常喜樂，17不住的禱告，

18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何謂神的旨意？



彼前2: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3: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
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提前2: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何謂神的旨意？



成為聖潔，遠避淫行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

行善，不要行惡

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何謂神的旨意？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何謂奧秘？

何謂神旨意的奧秘？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Knowing the Mystery of God’s Will (vv. 9-10) 

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 到了所計劃的時機成熟【新譯本】 )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同歸於一
avnakefalaio,w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都歸屬基督，以他為首

都歸在基督管理之下，
完全合一、和諧共存。



同歸於一
avnakefalaio,w

to unite (RSV) 

to bring… together under one head
(NIV)

the summing up (NASV)



vv. 9 , 10 
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第一章



vv. 22 , 23  
22神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第一章



Vv. 14-16   
14 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

他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
就是以自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

15 並且廢掉了律法的規條，
使兩者在他裡面成為一個新人，

這樣就締造了和平。

第二章



Vv. 14-16, 22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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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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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Vv.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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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Vv.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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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Vv. 1-3, 13      
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3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第四章



Vv. 1-3, 13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第四章



vv.  31- 32       
31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合一的關係 -- 順服與愛的關係

第五章



vv. 19-20       
19也要為我祈求，使我傳講的時候，

得著當說的話，
可以坦然無懼地講明福音的奧祕，

20（我為這奧祕作了被捆鎖的使者），
也使我按著應當說的，
放膽宣講這福音的奧祕。

第六章



與主合一

約翰福音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
他就結出很多果子；

因為離開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與人合一

以弗所書 4:3
以和睦聯繫，

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

以弗所書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與人合一

羅 12:18 
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彼前 3:11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來 12: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使人合一

雅各書3:18 
(從上頭來的智慧….) 並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馬太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使人與神合一

林後 10:4-5
4因為我們作戰所用的兵器，
不是屬於這世界的，
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

可以攻陷堅固的堡壘，攻破詭辯，
5和造來阻擋人認識神的一切高牆，
並且把一切的心意奪回來，順服基督。



使人與神合一

羅 16:25-26
25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
和所講的耶穌基督、

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堅固你們的心。

26 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
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

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
使他們信服真道。



使人與神合一

使人合一

與人合一

與主合一

得知神旨意的奧秘



9因此神把他升為至高，
並且賜給他超過萬名之上的名。

10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
因著耶穌的名，都要屈膝，

11並且口裡承認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給父神。

腓立比書 2: 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