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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在基督裡的福音情懷」 

 ／陳世冠牧師 

 

經文：以弗所書第三章 1─1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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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必你們

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

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這奧祕在以前的

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這奧祕就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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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了這

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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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祕是如何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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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照神從萬世

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裡面放膽無懼，

篤信不疑的來到神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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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信友詩班透過〈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這首詩歌來帶領我們敬拜。這

首詩歌跟今天的經文進度──以弗所書第三章 1─13節中的第 13節有很大的關

係。 

       「在壓力中仍能夠平靜，在忙碌中仍能夠悠閒，在失敗中仍能夠歡笑，在逼

迫中仍然能夠屹立，在絕望中仍然有盼望，在冷漠中仍然有關懷，在困境中仍然

有出路，在死亡中仍然有生命。上帝的兒女何等有福！」 

        這是不是福音？這首詩歌把我們的信仰和生命、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學

習活在這無常的世界裡面的所有表象，用一種非常詩意的方式，把它襯托出來。

事實上，當我們來到今天的經文時，我們要繼續思考的是跟這首詩歌有呼應的地

方。 

 

以弗所書信息非常豐富 

        和合本聖經經文中（弗三 1-13），「福音」這個字出現了三次，在第 3節、

第 6節跟第 7節；還有另外一個字，可能對你來講吸引力更大的是「奧秘」這

個字，在第 3節、第 4節、第 5節、第 6節和第 9節，出現了五次，把這二個

字加起來叫做「福音奧秘」。 

       福音是一個奧秘嗎？為什麼保羅會把福音和奧秘擺在一起講？以弗所書第三

章 1─13節這段經文，其實跟以弗所書第一章前段的那首禱告、頌讚的詩歌很相

似，在原文裡面這二段聖經都是用長句來表達的，就是它很長的一句、沒有停下

來的。 

       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用了二段的長句，表達出這 1─13節，中文聖經感受不

出來，但你細細地去品味，就會發現到保羅一直在講，他不知道要在哪裡停頓，



他不斷的講到一個重點，他就延伸一個重點，講到一個重點，他又想到另外一個

重點，彼此緊緊相扣，環環相扣、相連，信息量非常的大、非常的豐富。 

       保羅在這裡確實提到了福音，到底什麼是福音？當保羅在自我講述他的福音

召命的時候，他成為一個外邦人的使徒、傳福音給外邦人的時候，他對福音作出

了怎樣的描述和陳述？到底什麼叫做福音？ 

 

一、福音本質根源於永恆，建立在基督裡 

        1─13節中每一節都非常豐富，我嘗試在這 13節的裡面歸納成三個點，每

一個點是一組的概念，倆倆、倆倆的概念。首先，福音的本質。福音的本質是什

麼？福音的本質是它根源於永恆，也在救恩的歷史中間傳承，並且建立在耶穌基

督裡面。這是一句話，兩個概念，根源於永恆，在歷史中間傳承，它是有淵源

的。第二個概念是福音一定是建立在基督裡面的。為什麼會得出這樣一個命題和

句子？因為保羅說：他是上帝啟示他，使他知道福音的奧秘。 

 

福音的奧秘指的是教會 

        什麼是奧秘？現代人對奧秘的理解，通常把它想成很玄妙或者很神秘，又

或許是我們立刻會想到在武俠小說裡面那些武林高手教徒弟的時候，就會要留最

厲害的那一招（武林秘笈），不能夠往下傳下去。 

       我們把奧秘想成是一個非常神秘、非常玄機的事情，這樣的了解當然也沒有

錯，但是在保羅的書信裡面，每次提到「奧秘」這個字眼，光是以弗所書就出現

好多次，它是一個專有名詞，要表達的是只有藉著神的啟示，才能夠知道的真

理，而且在這個地方是說到神祂非常獨特的、充滿智慧的一個計畫。什麼計畫？

就是祂讓信主的猶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可以在主耶穌基督裡聯合成為一個身

體，這個身體就是教會，這是他所謂的奧秘。 

 

救恩在舊約是一個異象式願景 

      他說這個奧秘好像以前沒有人知道，第 5節說「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

道」，不像現在，現在是「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早先沒有人知

道。「沒有人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其實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上帝這個偉大的、

永恆性的、又是這麼在我們中間的計劃，它是暫時的，並且是漸進的隱藏，然後

逐步的顯明。我們以這個角度來理解這個在舊時代沒有叫人知道的意思。 

       在舊的時代，在舊約沒有人知道嗎？關於神的選民以外的人，他們能夠因著

上帝奇妙的作為，被納進神的救恩群體裡面，分享神自己一切的好處，這樣的信

息在舊約沒有嗎？其實仍然是有的，只不過是相較之下，整個的關鍵分水嶺是在

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以後的整個救恩故事的發展，關於外邦人怎樣跟神的子

民有關係，並且能夠在神的救恩中間一視同仁，領受上帝的好處這件事情，是在

道成肉身以後全然被揭開。 

        然後到使徒行傳第一章、第二章的時候，我們看到五旬節聖靈降臨，讓這

一件在舊約裡面已經憧憬的、已經有一個願景式的理解被兌現、實踐出來，而且



它兌現的幅度是普及萬邦的。保羅用「奧秘」來形容這樣的福音。 

       再舉一個很鮮明的例子，以賽亞書第十九章，以賽亞先知曾經在一個很前瞻

式的、很異象式的情境跟語境中，講了這一段話。「當那日（那日就是指到未來

應許的日子），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

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

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

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賽十九 23─25） 

       在舊約的時候就已經可以看到在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之外的這些外邦人、列邦

列國，他們在一個異象式的願景裡面，已經顯出了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三章這裡所

講的，外族人跟以色列人、猶太人在神的救恩裡面合而為一、一視同仁，一起領

受了上帝的一切好處。 

       所謂以前的世代沒有人知道，它是一個對比性的講法。所以「奧秘」這個

詞，它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它是一個持續、仍然在進行中，上帝以祂的大能跟

憐憫彰顯出祂這樣的一個偉大救恩。 

 

福音藉耶穌道成肉身及聖靈動工更普及了 

       說到底，什麼是福音？福音的本質是根源於永恆，建立在基督裡面，簡言

之，福音是啟示，它從來都不是人間的發明，也不是文化的成就，福音是上帝主

動的啟示與恩典的作為，這個計畫和啟示向保羅、也向過去歷世歷代的使徒先知

顯明，並且呼召他們參與這個計劃。 

       來到了保羅這個時刻，這個計劃更加的被突顯出來。我們看到了上帝似乎透

過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一次性的重重的一擊，帶出了輝煌的成就，讓福音之恩

終於可以更多普及萬邦，更廣、更深、更遠的臨到世人。不管是看舊約歷史的發

展，看新約的敘事，看近代教會的歷史，我們就看到、聽到許許多多這樣的見

證，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從十八世紀宣教運動裡面，我們聽過了許多非常讓我們振奮的故事，是人的

發明沒有辦法做的事情。我們非常耳熟能詳的「奧卡人的新生」這個宣教師的故

事，絕對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要不是上帝在祂永恆的旨意裡面，讓道成肉身福

音的救恩兌現在我們中間，藉著聖靈普及萬邦，把祂的救恩向外宣揚。 

       聖靈在人心中間動工，聖靈可以超越一切的藩籬，哪怕是宗教的、文化的、

知識水平的、種族的、膚色的，任何的阻礙，聖靈可以超越這一些，讓這一個被

看為的奧秘不斷的在彰顯神的榮耀。 

        這件事情奇妙到什麼地步？保羅在羅馬書第十一章講到：你們這些外邦人

本來根本沒有一點機會嘗到上帝一點的好處，但是你們嘗到了，不單嘗到，而且

你們不斷的在其中生長、更新。這件事情像什麼？保羅說像一個野橄欖枝子，被

接到栽種的橄欖樹上，是那麼的不自然、不太可能，但是上帝讓這件事情成就

了。 

 

福音與基督密不可分 

       我剛才說這是一組的概念，除了它根至於永恆，福音絕對不是空穴來風，隨



便捏造就可以出來的，它有脈絡；除此之外，福音一定是建立在基督裡面的。 

       在第 3節，保羅說「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

的。」他以前略略寫過，和合本的翻譯，「以前」可能可以講「之前」的意思，

就是現在是第三章，回到第一章，保羅其實已經在他的頌讚裡面提到了這個奧秘

──「將要使一切萬物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在這裡他再一次更加清楚的來闡

述。 

       保羅在這裡提到這個奧秘的時候，他說是福音的奧秘，上帝賜給我，我知道

了；但是到第 4節，「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上一節講福音

的奧秘，下一節講基督的奧秘，在保羅來講，這二個是同義詞。請問是誰的奧

秘？所以從保羅這樣的一個表達，就可以看得出來「福音與基督」這二個是密不

可分的，福音它一定是建立在基督裡面的。沒有基督就沒有福音，「福音」這個

詞彙今天已經被用得非常、非常的隨便，用到一個地步，連身為神兒女的我們，

都可能被這個世俗的用法攪擾了，我們卻都還不自知。 

        今天有很多福音，他們認為好的事情都叫福音，確實！在希臘文原文的裡

面，福音本來就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它為什麼是好消息？這件事情不是憑感覺，

不是憑我們所認知的利益關係來界定它，它之所以是好消息，完全取決於耶穌基

督，沒有耶穌基督，就沒有福音。 

       我們要反躬自問，當我們在傳福音的時候，跟朋友佈道、講述福音的時候，

我們能夠好好反省我們在講什麼福音。這個世界給我們很多的挑戰跟誘惑，它可

能是威迫，也可能是利用，讓我們去講一種沒有耶穌的福音，或者講到最後，把

耶穌稀釋掉了，我們參雜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進來。 

       所以福音的本質，它有脈絡的，源遠流長；它有歷史時空的見證，也有永恆

的應許，完全聚焦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在聖靈的恩慈工作裡面，讓我們能夠明白

真道。聖靈把信心賞給我們，讓我們能夠回應神的呼召，回應祂對我們的恩召。

這是福音。 

 

二、罪帶來隔閡分裂，福音帶出復合效能及生命更新 

       這段經文透過保羅講述他的福音召命時，第二個部分可以歸納出來的是什麼

是福音？第二，福音它的效能必然產生復合，並且帶來生命的更新。群體來講，

它一定帶來復合 reconciliation。 

        既然是 re，就表示我們原本應該是合的，但是罪最鮮明的特色就是讓我們

分、讓我們裂，分崩離析是罪的特色。然而福音它帶出來的最核心的力道，就會

讓我們復合，當然，首先我們跟神復合，然後這個復合的生命一定會長出一個復

合的樣貌來。在保羅的時代和語境中，就是當時的猶太人跟外邦人之間的這個隔

閡。 

       很多時候我們信主多年，我們是在自己的處境中讀聖經，我們比較少有機會

親身的去感受一下經文的情境。但我們當中，可能有些人過去的歲月裡面，不曾

碰過猶太人，也沒有機會跟猶太人講過話，所以感受不到經文的力道在哪裡。是

的，這一點是我們在了解、體會經文當中會有的限制。 

       在三年前我有機會嘗試要去做一點論文研究的時候，因為研究的內容需要，

我就去多涉獵一些有關於猶太神學家、哲學家的書，也因此去多看一下他們的歷



史，給我很大的震撼。 

       從小我在馬來西亞東馬長大，在我的記憶當中，我的教會從來沒有好好跟我

談這個話題，讀經文是有讀到了，但是並沒有很深刻的去描述，再加上我在東馬

這地方，成長中沒有機會唸一些文史哲的東西，所以對歷史、文學涉獵也比較

少，一直到年齡這麼長了，才來回頭看這些東西，挺吃虧的。 

    我讀到什麼呢？我猛然發現一件事情，在大眾的文化、傳媒裡面，無論是小

說、電影，拍了許許多多二戰的猶太人被大屠殺的故事，如奧斯維辛大屠殺的事

件。我看過電影，也看過一些書，很感人。但是當我這次做了一些研究、看了一

些文獻，我猛然發現一件事情，猶太人被大屠殺從來不是一夜之間造成的，它有

著非常清晰、又很深刻的一種信仰脈絡，說的最直白的話，奧斯維辛大屠殺，它

的基因其實是長在基督教的信仰裡面的。 

    我要表達的是在西方的這二千年來的歷史當中，有非常深的仇猶文化，所謂

的反猶主義，這絕對不是一個無端而生的東西，它跟初代教會的發展，當時的猶

太人跟外邦人在福音的信仰底下，後來分道揚鑣所造成的誤解及內部裡面的張力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如果我們仔細看新約聖經，就會注意到特別是書信使徒行傳的部分，很多很

根基性的問題都是發生在猶太人跟外邦人之間的張力。使徒行傳第十五章就是一

個最鮮明的例子。耶路撒冷大會被歸為當時初代教會第一個重要的大會，為什麼

有這個會議？豈不就是因為猶太人跟外邦人之間的張力嗎？ 

        今天我們不一定是直接跟猶太人，但是透過這一個歷史事件，它反過來幫

助我們看到福音真正要成就的，就是我們人生中間最深、最難的議題，我們分崩

離析，我們誰也看不起誰；我們不單看不起，我們還敵對，我們連同種族的人都

會這樣，不是嗎？ 

 

在群體方面，福音復合一切關係 

    不僅如此，當我們看到罪帶來的是分裂的時候，而福音帶來的最核心的部分

是復合，這個復合不僅僅只是展現在猶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保羅在這裡講的

是，因為第二章（14 節），「那中間隔斷的牆」表達的是猶太人跟外邦人之間的

那個牆，但請不要忘了，牆不只有這一道。 

    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三章 27─29 節說，「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這是種族，「自主的、為奴的」，這是社會地

位，「或男或女」，這是性別，「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原來福音它要復合的不僅僅只是種族，這裡牽連到的舉凡在一切關係裡面的

破裂，福音都要對付、都要修復，不是憑我們的本事或造化，而是因為耶穌基

督，這是福音的精髓，它能夠讓我們這些可以在人間產生隔裂的所有元素被抵銷

掉，而讓我們在基督裡同歸於一，成為一身。 

 

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第 6 節是很精彩的一節，我們很在意這三個「同」──同為後嗣，同為一

體，同蒙應許。這是福音。在保羅當時的情境來講，他當然是針對猶太人跟外邦



人。 

    我很喜歡英文 NIV 的翻譯，這三個「同」heirs together with Israel、 

members together of one body、sharers together in the promise in Christ 

Jesus，它用了三個不同的介係詞 heirs together with、 members together of、

sharers together in，幫助我們去想福音在做的事情。 

    什麼叫做「同為後嗣」？同為後嗣是一個從初的概念，它有回溯的意思，我

們都是從一個本源而來，一個從初的概念；同為一體，它是一個歸屬的概念，是

此時、當下的一個身分認同；同蒙應許，它是一個期盼的概念、是一個將來的概

念。這三疊的表達就立刻回到了過去、現在、將來，一個很完整的福音圖畫，這

是福音。 

    我們說福音不逢場作戲，也不會虎頭蛇尾，在我們許多的關係中，我們常常

想方設法，用我們的力量去圓關係、去拉關係、去成全關係，但是我們很失望，

常常失敗。 

       我們可能可以把過去稍微修復一下，當下又不對了；當我們當下不錯的時

候，明天又不行了，但是在福音的裡面，從過去、現在、將來，同為後嗣、同為

一體、同蒙應許，這是保羅所講的福音；而這樣的一個應許，不僅僅只是兌現在

種族之間，它也可以在所有的位階、身份，甚至性別之間。 

 

在個人方面，福音帶來生命的更新 

       福音不單帶來復合，也帶來了第二個個人方面來講，生命的更新。什麼叫生

命的更新？這段經文裡，我們也很喜歡保羅講的第 8節「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

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去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 

    保羅很謙卑，他是一個偉大的使徒，他說我在眾聖徒當中是最小的。保羅的

謙卑表達不只在這裡，在他的書信裡面前前後後有三次，第一次出現在哥林多前

書，第二次就在以弗所書，第三次在提摩太前書。 

    哥林多前書、以弗所書跟提摩太前書這三卷書的次序是今天新約聖經的排列

次序，正好這個排列次序也就是三本書成書日期的順序，就是保羅先寫哥林多前

書，大約在主後 55年，然後大約主後 60年寫以弗所書，主後 62年左右寫提摩

太前書，我們知道提摩太後書是他最後的一卷書。 

    透過這個時間的順序，保羅隨著他信主的年日越久，年紀越長、事奉越多、

履歷越豐的時候，他是越來越謙卑的。福音不單在群體當中帶來復合，福音也在

個人生命裡面不斷的更新我們，讓我們對自我的認識、身分越來越清晰了解，有

越來越深的安全感，越來越謙卑，也越來越委身給上帝。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保羅說「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林前十五 9）」，以弗所

書「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弗三 8），到了提摩太前書他說「在罪人中

我是個罪魁」（提前一 15）。這是福音。 

    福音帶來整個生命的改變，不再自我，不再自負自義。就個人的層面，它帶

來生命的更新；就整體的層面，它帶來復合的更新，這是福音。可是這樣的更

新，至終不單使他領受救恩（救贖的恩典），也領受承接事恩（事奉的恩典），他

想方設法，要去分享基督的豐富。 



 

三、福音使人正視真相，超越苦難 

    第三組，什麼是福音？福音的眼界是使人能夠正視真相，超越苦難。這段經

文提醒我們一件事情，當福音展現出來之後，第 11 節「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

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這個旨意是什麼？是福音的展現，它帶來那

個功能、效應。前面第 10 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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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高的眼界 

    福音給我們一個眼界，如果在我們的角度來講，我傳福音、帶人信主，我們

要改變、影響這社會，所以當我要傳福音改變社會的時候，我當然是要讓我們的

總統、議員、政府能夠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但是這裡不是！要藉著教會，使天

上執政的、掌權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不是地上的！是天上的！ 

    這什麼意思？這是一個更高的眼界。以弗所書有一個非常寶貴的地方，它不

斷的提醒我們一件事情，人間一切的現實不是最後的現實；但是很遺憾的，今天

有太多的基督徒、太多的教會，我們僅僅只能夠做一個、也甘願活在一個所謂的

現實狀況裡面的基督徒。 

    我們常常講聖經裡面說「要和平」，這個講講的，是禮拜天來聽道的時候安

慰、安慰良心用的。我們常常講要謙卑，這個講講的，到社會職場上面謙什麼

卑？謙卑就沒錢賺！是這樣嗎？ 

    我們被這個現實牽制我們，它是行動的、文化的、思維的，久而久之我們也

習以為常，我們就做兩面人。但是保羅說福音不是這一回事，福音是帶你看到更

高的眼界。 

    從舊約傳道書的智慧文學來講，它提醒我們一件事情，在日光之下不是絕對

的，日光之下沒有最後的話語權。因此智慧人提醒我們抬頭仰望，要看到日光之

上，這就是福音！福音提醒我們最大的真實在神那裡。 

 

藉著教會，讓天上執政掌權者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以弗所書從第一章的頌讚開始，講到第六章，第六章最後是講「全副軍

裝」。為什麼要全副軍裝？全副軍裝告訴我們的是我們的敵人是在天上掌權的那

一位，除非我們認清我們的敵人，不然我們一直覺得我們只能向現實低頭。保羅

說福音是使我們藉著教會，讓天上執政的、空中掌權的，知道神的智慧。 

    保羅這裡講的教會是誰？這個教會就是第二章講的猶太人跟外邦人，中間隔

斷的牆拿掉了，他們合而為一，成為了教會，是那樣的教會。請問那樣的教會完

美嗎？不完美！天底下沒有完美的教會，但是天底下有完整福音保護的教會。 

    上帝要用我們每一個神的兒女，我們的聚集、敬拜、服事、奉獻，來讓那個

天上執政、掌權的，知道神的計劃。我們今天已經身在其中了。 

 

 



活出福音人生見證 

    我剛說的一組的概念就是當我們有這樣眼界的時候，它就會帶我們超越苦

難。今天的經文從第 1 節開始，保羅說他為主被囚，他是個囚犯。第 13 節保羅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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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開頭第 1 節過後，他立刻要為以弗所弟兄姊妹禱告，但是他一講完我

要替你們禱告，突然間第 2 節他岔開了，他就不禱告了。所以從第 2 節到第 13

節，其實是他岔出來的另外一段話，到了 14 節，他又回去開始禱告。請問他為

什麼岔出來？為什麼不好好禱告？ 

    當他要為信徒禱告的時候，因為他的形容詞，他說「我是為你們外邦人做了

基督耶穌被囚的」，我現在為你禱告。他突然想到，一講被囚，弟兄姊妹可能就

開始想歪了。如果你保羅所信、所傳的福音，你信成這個樣子，你傳成這個樣

子，我還想信嗎？什麼樣子？你現在被囚啊！這麼多年來，你的自制、你一生擺

上的，結果讓你現在這個樣子，你這個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嗎？I doubt。 

    苦難是怎麼一回事？保羅岔出來，解釋了一下他的身分和召命。在保羅的眼

中，13 節「所以，我求你們」了，拜託「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就是他

被囚而沮喪，這其實是你們的榮耀。這很莫名其妙！如果我看到你，我使你下監

牢，然後這是我的榮幸，這是什麼邏輯？是的，這個邏輯我們想不通。 

       對保羅而言，這個患難及鎖鏈（以弗所書第六章告訴我們他有鎖鏈）他根本

沒有放在心上，根本沒有引起他的注意。為什麼？因為有另一個更吸引他注意的

東西，那就是福音的奧秘；有另一個更加震撼他的東西，他不得不專注在它上面

的事情，那個叫福音，以及福音所帶來的那個改變和蛻變，是他更加專注、更加

青睞、更加著迷的。 

        很多的長輩常常勸我們的孩子們：你信耶穌就好，不要信得入迷。是的，

不要迷！ 

       我今天的講題「在基督裡面福音的情懷」，這個情懷請記得：不是 feeling，

它是對耶穌基督、對福音一個非常深層的深情滿懷、委身在其中。只有當福音的

榮光這麼鮮明的時候，又再加上他的眼界被提高了，保羅活出了福音的生命，也

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的人在基督裡跟隨耶穌的腳蹤，效法保羅的事

奉，把當時的羅馬帝國翻轉過來。 

    什麼是福音？還有很多、很多，我深信窮我們的一生，跟保羅一樣，我們愛

慕福音，追隨福音，實踐福音，活出福音，我們也在繼續的思考福音，它有測不

透的、卻又那麼貼近我們的恩典。耶穌基督永遠是我們的座標，願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說我們的人生是福音人生、是基督人生。 

  

我們禱告： 

    天父，我們在祢面前向祢感恩，願祢自己的話，在祢的聖靈的恩典中，兌現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讓我們能夠活出福音的見證。靠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