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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以弗所书是一卷天书 
因这卷书说出許多神的的奥秘 

又有人说，以弗所书的主题是 

“荣耀的教会” 

因第五章说，基督要用水藉着道把 
教会洗淨，成为榮耀的教会 

獻給基督 

 



  

以弗所书共有六章，可分成两段： 

   1-3章 道理：什么是荣耀的教会？ 

 4-6章 行动：如何建立荣耀的教会？ 

有道理有行動，是保罗书信的格式。 

两段共有6个题目： 
 

 

 



一、什么是荣耀的教会？  

 1.荣耀的教会合一           1,4章  

 2.我们蒙恩得救为要行善        2章 

 3.天地有一个奥秘給信徒      3章 

二、如何建立荣耀的教会？ 

 4.信徒要作光明的儿女    4,5,6章  

 5.信徒共享婚姻的奥秘           5章 

 6.信徒为荣耀的教会作基督精兵  6章 

 

 

 



  

1. 荣耀的教会合一 
以弗所书1:1-23 

以弗所书4:1-16 

车进道牧师  

2016-3 修正 
 



教会合一,分成兩大段讲: 

A. 榮耀的教会 
在基督里 天人合一 
  以弗所书 1:1-23  

B. 榮耀的教会 
在基督里 走向合一 
  以弗所书 4:1-16  

 



 

 

A. 榮耀的教会 

在基督里 天人合一 

  弗 1: 1-23  



A. 榮耀的教会在基督里天人合一 
            【讀经】  以弗所书 1:1-10 

1: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罗，
写信給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
穌里有忠心的人：2愿恩惠、平安从神
我们的父和主耶穌基督归与你们！ 
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給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
福气。4就如神从創立世界以前，在基
督里揀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
圣洁，无有瑕疵； 



5又因愛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悅
的，預定我们藉着耶穌基督得儿子的名
分，6使他榮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
典是他在愛子里所赐給我们的。7我们
藉这愛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8这恩典是 
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給我们
的，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
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奧秘，10要照所安排
的，在日期滿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
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於一。 



信頭問安 
1: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罗，
写信給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
穌里有忠心的人。 

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穌
基督归与你们！ 

 

 

 

 



信頭問安 
1: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罗，
写信給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
穌里有忠心的人。 

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穌
基督归与你们！ 

使徒—圣灵派到各地传道,建立教会者 

圣徒—重生得救,分別为圣,忠心的人。 

 

 

 

 



一.神赐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給我们天上各样属灵
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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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赐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給我们天上各样属灵
的福气。 

什么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大洋房？高级汽车？用不完的錢？ 

     ——这些都是地上的 

那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呢？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根据这经文）  

1.神揀选了我们，成为圣洁—品格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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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根据这经文）  

1.神揀选了我们，成为圣洁—品格高升 

2.神預定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地位高升 

3.我们蒙恩得救，称为义人—生命高升 

4.神赐我们充足的智慧聪明—能力高升 

5.神让我们知道宇宙有目标—天人合一 

这五样属灵的福气，都是神在基督里赐
给我们的。这些福气使我们能够赞美神,
一起建造荣耀的教会。分述如下： 



  

1.在基督里,神揀选了我们成為圣洁 
4就如神从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选
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
瑕疵； 

神什么时候揀选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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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什么关系揀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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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什么时候揀选了我们? 世界被造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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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基督里,神揀选了我们成為圣洁 
4就如神从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选
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
瑕疵； 

神什么时候揀选了我们? 世界被造以前 
神藉什么关系揀选我们? 在基督里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什么?  

   
 
 



  

1.在基督里,神揀选了我们成為圣洁 
4就如神从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揀选
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
瑕疵； 

神什么时候揀选了我们? 世界被造以前 
神藉什么关系揀选我们? 在基督里 
神拣选我们目的是什么? 成为圣洁——
品格高升 

人一旦被神揀选,福气就接踵而來。   
 
 



2.在基督里,神預定(計劃)我們成為
神的儿女  

5又因愛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預定我们藉着耶穌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嗣子),6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得儿子的名分, 原文“成为嗣子”,即
法定继承人,可享受天上的基业。 

得儿子的名分 = 作神的儿女 (約1:12) 

  =天上的国民(腓3:20) ——地位高升 

 



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 

  ——接待耶穌基督。 

約1:12凡接待他(主耶穌)的,就是信他名
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作神的儿女,就是作天上的国民;等候主
再來. 

腓 3:20我们卻是天上的国民,並且等
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从天上降临
. 



3.在基督里,我們蒙救贖,罪得赦免 
6…这恩典(做神的儿女)是他在愛子里所赐給
我们的。 7我们藉这愛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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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救赎——古时战俘处死之前,可以用錢
救赎回來。在神囯里,只有无罪的才能
救赎有罪的。（林后5:21）  



3.在基督里,我們蒙救贖,罪得赦免 
6…这恩典(做神的儿女)是他在愛子里所赐給
我们的。 7我们藉这愛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救赎——古时战俘处死之前,可以用錢
救赎回來。在神囯里,只有无罪的才能
救赎有罪的。（林后5:21）  

誰是无罪的?世人都犯了罪,只有耶穌是
无罪的(彼前2:22,来4:15,约壹3:5).耶穌无
罪,因他是神降生为人,由童貞女马利亞
所生,沒有遗传亞当的罪,也未曾犯罪.  

 

  



赦免——希伯來书 9: 22说, 若不流血,罪
不得赦免。 

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谁來为我们流血,使我
们的罪得赦免？ 

圣经说,神愛世人,差遣愛子降生为人取名
耶穌.耶穌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而死
.耶穌所留的血(生命)要救赎每一个信他
的人,使信者罪得赦免,成为义人。——
生命的高升 

 



4.在基督里,神赐我们聪明智慧 
8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
足赏給我们的，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
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经文意思：神用他丰盛的恩典,赐给我
们各样智慧聪明,使我们能明白神旨意
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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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聪明是什么？ 

 



4.在基督里,神赐我们聪明智慧 
8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
足赏給我们的，9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
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经文意思：神用他丰盛的恩典,赐给我
们各样智慧聪明,使我们能明白神旨意
的奧秘. 

智慧、聪明是什么？ 

聪明——是人的理解力。“耳聪目明” 

 



智慧——是择善弃恶;  行道就是有智慧. 

 

 



智慧——是择善弃恶;  行道就是有智慧. 

干坏事的人都很聪明,但沒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不会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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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聪明,
使我们能了解,神旨意的奧秘。——能
力高升 

 



智慧——是择善弃恶;  行道就是有智慧. 

干坏事的人都很聪明,但沒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不会干坏事。 

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聪明,
使我们能了解,神旨意的奧秘。——能
力高升 

神旨意的奧秘是什么？  

 

 



5.在基督里,天人合一,是神的奧秘 

8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奧秘,10要照所
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於一。 

 

 



5.在基督里,天人合一,是神的奧秘 

8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奧秘,10要照所
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於一。 

大意:神赐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能知道
神的奧秘——就是到了神所定的日期,
天上地上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於
一；即万物与神合一,重点是神人合一 
(天人合一)。就是主耶稣再来了。 

 



全在基督里成了神的产业  (v11-14)  

保罗一写完神所赐的各样天上属灵的福
气,立刻很感慨地写出下面这一段话,保
证所有因信在基督里的人,都是神的产
业,都要赞美神的荣耀。 



全在基督里成了神的产业  (v11-14)  

11我們也在他裡面得(成)了基業(产业)
，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
他旨意所預定的，12叫他的榮耀，從我
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
著稱讚(他的榮耀)。13你們既聽見真理的
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
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為印記。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質)，直等到神之民(產業)被贖，使他
的榮耀得著稱讚。  

 



要了解这段的真意,必须参看许多不同
版本的翻译及注解.英文新译本 Holy 

Bible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翻译最好.(笔
者认为) 



本段大意： 

保罗等人和以弗所教会等人,都是按神
的旨意先后信耶稣,成为神的产业(儿女

)(或:得了基业,也可指得儿女的名份,
或指得上面五样属灵的福气),叫神的荣
耀得到称赞(即叫神得到许多儿女赞美
他的荣耀). 

(注: 诗127:3 儿女是父亲的产业)  
 



本段大意：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产业),或得儿女名
份,有圣灵内住为证据.这圣灵是我们最
后(神之民)被赎的保证.(直等到民被赎 
可指最后被赎,即主再来时,救恩实际完
成,天人合一)  

我们怎样知道有圣灵内住?  

人有基督徒行为的表现,就是有圣灵内
住的证明.因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
死的. 

 



二.保罗代我们祈求三件事  (1:15-23) 

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必须知道的三件
事（三道重要真理）   

15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
愛眾聖徒，16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
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17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
你們真知道他。 



二.保罗代我们祈求三件事  (1:15-23) 

就是建造荣耀的教会,必须知道的三件
事（三道重要真理）   

18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
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
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19並知道他
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二.保罗代我们祈求三件事  (1:15-23) 

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
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
自己的右邊，21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
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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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是圣灵感动保罗,对以弗所的弟
兄姐妹们说: 我一听到你们信从主耶稣
了,就不住地感谢神;且常在祷告中,求
神赐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的心
睛明亮,能知道三件事. 

(这段也是对我们讲的.语气很慎重,可
见这三件事是不容易知道的.)  
 
 



1. 1:18…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
望; (和合本) 
1:18…使你们能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
盼望;  (新译本) 
1:18…使你们能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
的盼望是什么;  (现代本)  

so that we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    (NASB) 

这句话的原意很难明白.所以列出上三
种不同的翻译作参考. 

 



到底盼望(指望)两个字,是神对我们的
盼望,还是我们自己的盼望？ 

经过思考,应当只有一个盼望;我们是主
的仆人,仆人只能接受主人对他的盼望.
即主呼召你我做基督徒,指望你我成为
何等人?  

从马太25章,我们知道主指望你我成为
良善忠心的仆人.良善是指品德(行为),
忠心是指事奉(工作).两者都是主对我
们的指望(盼望).这指望是何等的大! 



2. 1:18 …使你们知道…他在聖徒中得的
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和合本) 
1:18 … what are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NASB) 

1:18知道…他所应许他子民的产业是那
么丰富！ (现代译本)  

(现代译本):神应许我们很多荣耀的产
业.根据这翻译,一般解释这丰富的产业
为:因信称义,将来在天堂与主永远同在
等等.但这样解释似乎不是原文的意思. 

 



中文和合本是相当符合原文的翻译.和
合本说:他(神)在聖徒中得的基業.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NASB)  这片语也可以
这样翻译: 他(神)在众聖徒当中所要得
的基業(是多麽大的榮耀).在众圣徒当中就
是在教会中.即神要得教会为产业,那产
业的荣耀是多么浩大. 



保罗在帖前2:20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们是保罗的荣耀.因保罗领他们信主.同
理,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是神的产
业,神的荣耀. 

教会要成为神的荣耀,教会必须合一,这
是保罗苦心为我们祈求要我们知道的.
教会不合一,常吵吵闹闹,那有荣耀可言? 

教会合一,弟兄姐妹同心事奉,这样的教
会就是荣耀的教会,教会的荣耀永远是
万物中最荣耀的,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3. 19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和合本) 
19 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
大能是多么强大. (现代译本)  
19 And how very great is his power at work in us 

who believe.   (Today’s Eng. V.)     

第三,神要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无限大.我
们是他的儿女,儿女生活需要能力,教会
一起事奉更需要能力,儿女可以随时向
父祈求;父神很乐意把大能大力赐给信
靠他的人． 



神给我们的能力,与神使耶稣复活的能
力相同,与神统治宇宙万物的能力相同.
那能力无限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0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
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
自己的右邊，21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
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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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结: 神要我们知道三件事: 
（建立荣耀的教会必須知道的三道重要真理） 

1.知道神对每位蒙召作基督徒的,有极
大的盼望---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 

2.知道教会(众圣徒)是神的产业,是非
常荣耀的---所以,大家要合一,保护
教会的荣耀. 

3.知道神要给信靠他的人的能力是无限
量的---所以,我们尽可向神求能力,
尤其建立荣耀的教会所需要的能力. 



附: 天人合一,什么時候发生？ 
1: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里面,同归於一 

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同归於一 
除了天人合一,万物也都来合一 

那时狮子老虎与绵羊同居 
当神所安排的日期到了,主耶稣就要 

驾云降临,从天上回到地球  

天人合一  



 
主耶穌再來 

是驾云降临而来  
 

 根据经文如下：  

 

 

 



那时,他们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
驾云降临.(可13:26,路21:24,太24:30) 

看哪,他驾云降临!眾目要看見他,連刺
他的人(犹太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这話是真实的。阿们！ 
(啟1:7)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5)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70&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70&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68&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68&ft=0&temp=273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78&ft=0&temp=296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78&ft=0&temp=296


“世上的国成了”(啓11:15) 就是主耶穌
回到地上了。他要在地上开始建立基督
的国度一千年。那时,神与人同住,即 

神的帐幕在人间，天人合一 

是人类历史的归宿。 

啟21:3 我听見有大声音从宝座出來说：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
同在，作他们的神。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8&ft=0&temp=230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88&ft=0&temp=230


啟3: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
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
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小结】天人合一是荣耀教会的盼望 

圣经说：教会是新娘,基督是新郎。(是
以赛亚的预言,耶稣肯定这预言.(太25 
羔羊的婚宴) 保罗约翰传扬这预言) 

教会等候基督降临,好像新娘的心在等
候新郎来到。（弗5章） 

羔羊的婚宴,就是庆祝主耶稣回来了, 
神与人同住,天人合一. 

神的帐幕在人间 

 



  



 

A. 榮耀的教会 天人合一 

弗 1: 1-23 (道理) 

  

B. 榮耀的教会 走向合一 

弗 4: 1-16 (行动) 

  
 



 

 

B. 榮耀的教会 

在基督里 走向合一 

  弗 4: 1-16  



【读经】以弗所书 4:1-16 走向合一 
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
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2凡事谦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宽容,3用和平彼
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  

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
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一信,一
洗,6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 



7 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
的恩赐。8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
时候，擄掠了仇敌，將各样的恩赐赏給人
。”9（既说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10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万
有的。）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要成全圣
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3直等
到我们眾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認识神的
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滿有基督长成的身
量， 

 



 14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異教之风摇动，
飘來飘去，就随从各样的異端。 15惟用
愛心说诚实話，凡事长进，連於元首基
督。16全身都靠他联絡得合式，百節各
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
叫身体渐渐增长，在愛中建立自己。 



三. 教会必須合一   

因为神的囯是合一的,如: 

弗4:4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
，一信，一洗，6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
住在眾人之內。 
4There is one body and one Spirit-- just as you 

were called to one hope when you were called-- 
5one Lord, one faith, one baptism; 6 one God and 

Father of all, who is over all and through all and 

in all. 

  



1.身体只有一个——指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教会结党就是分裂教会
。分裂教会就是分裂基督的身体。
榮耀的教会不結党，大家合一。 

 

 



1.身体只有一个——指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教会结党就是分裂教会
。分裂教会就是分裂基督的身体。
榮耀的教会不結党，大家要合一。 

2.圣灵只有一个——一个灵一个感動
，兩个灵兩个感動。圣灵住在每一
个信徒心里，是同一个圣灵，只有
一个感動——走向合一。  (4:3) 

圣灵又称为神的灵、基督的灵。 

 

 



3.同有一个指望—— 1:18“並且照明你
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
有何等指望!? ” 

神召我们“有何等指望!?” 
神指望我们什么？  

简言之:成为良善忠心的仆人. 



  

4.一主——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穌，三位
一体神的圣子，我们要听他。 

 

 

 



  

4.一主——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穌，三位
一体神的圣子，我们要听他。 

5.一信——只信上帝，信因信称义。信
心沒有行为是死的。信耶穌的人必须
听从神的話行事为人。圣经都是神的
話。 

 

 

 



  

4.一主——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穌，三位
一体神的圣子，我们要听他。 

5.一信——只信上帝，信因信称义。信
心沒有行为是死的。信耶穌的人必须
听从神的話行事为人。圣经都是神的
話。 

6.一洗——即悔改重生的洗 = 圣灵的洗
。如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归入基督。
(徒19:4-5)  

     我们都要領受这樣的洗。 

 

 

 



7.一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眾人的
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7.一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眾人的
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眾人的父：神是我们的父親，我
们是一家人，很親切。 

 



7.一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眾人的
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眾人的父：神是我们的父親，我
们是一家人，很親切。 

超乎眾人之上：神在我们上面，
是我们的領导。 

 

 

 

 



7.一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眾人的
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眾人的父：神是我们的父親，我
们是一家人，很親切。 

超乎眾人之上：神在我们上面，
是我们的領导。 

貫乎眾人之中：基督诞生，住在
我们中间。今天依然同在。 

 

 

 



7.一神——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眾人的
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眾人的父：神是我们的父親，我
们是一家人，很親切。 

超乎眾人之上：神在我们上面，
是我们的領导。 

貫乎眾人之中：基督诞生，住在
我们中间。今天依然同在。 

住在眾人之內：圣灵住在我们里
面，基督也会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再读一次“合一的理由”： 

4: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
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一
信，一洗，6一神。 



我们再读一次“合一的理由”： 

4: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
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一
信，一洗，6一神。 

教会合一，是主耶穌的心愿 

主在最后晚餐，一再嘱咐门徒，要合
而为一，一共重复五次，包括为他们
的合一祷告父神（約17）。 

可見教会合一是多么重要！ 

 



教会合一，是主耶穌的心愿 

主在最后晚餐，一再嘱咐门徒，要合
而为一，一共重复五次，包括为他们
的合一祷告父神（約17）。 

可見教会合一是多么重要！ 

 

 



四. 教会如何合一？  两种行動: 

 

 



四. 教会如何合一？ 两种有规则的行動 

(1). 合一要按恩赐事奉——职分上 



四. 教会如何合一？ 两种有规则的行動 

(1). 合一要按恩赐事奉——职分上  

按恩赐事奉,就是按照个人的专长做圣
工.这样,教会各部门大小事都有很会办
事的人把事办好.按恩赐(专长/才能)事奉
是行政管理最基本的原则.人人按恩赐(
专长)事奉,教会就会井然有序,是教会
合一必须要有的环境. 

 



四. 教会如何合一？ 两种有规则的行動 

(1). 合一要按恩赐事奉——职分上 

7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
人的恩赐……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为
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
体。 ……  
16全身都靠他联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
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
体渐渐增长，在愛中建立自己。 

 

 



 
 

每一个信主重生的人,都会从神得到一
些事奉的恩赐.神赐给各人的恩赐不同,
因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不同。 
11他所赐的有： 

使徒—被主差遣到各处传福音,建立教
会的人,如十一个门徒及保罗,还
有其他的人。 

先知—旧约时代,先知讲解圣经或说预
言,是神的代言人;先知有真假.新
约时代没有先知职分;但神把先知
讲道的恩赐,赐给经常讲道的人。  



 
 

传福音的—宣教士,或巡回讲道的人。 

牧师—牧养教会的传道人。各教派对
牧师的资格要求不一样。但大多
有一共同点,要有正式神学院毕业
，经过按牧。 

    牧师除了讲道及教导圣经外，还
要管理教会及关怀弟兄姐妹。 

教师—教导圣经的人,如主日学老师。 



 
 

基督给我们这些恩赐,12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恩
赐是神给每个人不同的专长,为要一起
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16全身都靠他联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
渐渐增长,在愛中建立自己。 

全身就是全教会,要靠基督来联络大家. 
好叫各人不但要做好自己职分的事(各
按各职),还要用个人的专长互相帮补,
使教会联络得好.这样,教会就要不断地
增长,在彼此相爱中被建立起来. 



 
 

 

如何靠基督 
来联络大家,各按各职？  



 
 

 

如何靠基督 
来联络大家,各按各职？  

    行动: 



 
 

 

如何靠基督 
来联络大家,各按各职？  

行动: 靠主恩典,人人存心受教 
一起读经祷告 

一起过团契(小组)生活 
大家成为朋友,但不结党 



 
 

 

如何靠基督 
来联络大家,各按各职？  

行动: 靠主恩典,人人存心受教 
一起读经祷告 

一起过团契(小组)生活 
大家成为朋友,但不结党 

服从教会的规定和领导 
每人拿出自己的专长(恩赐) 

彼此配搭,互相帮助,一起建立教会 



 
 

四. 教会如何合一？ 

(2). 合一要有好品格——人际上 

   



 
 

四. 教会如何合一？ 

(2). 合一要有好品格——人际上 

保罗说: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
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 



 
 

四. 教会如何合一？ 

(2). 合一要有好品格——人际上 

保罗说:4: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
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 

当年,保罗在監牢,写信劝勉以弗所的信
徒说:既然蒙召作基督徒了,行事为人就
要符合神的指望.不然就是辜负神的恩
典.神把救恩白白给了我们,对我们是有
所要求的:神要求我們行为与信仰要一
致,不是信一套,做一套。  

为教会的合一,神要我們: 

 



2凡事谦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3用和平彼此联絡,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这些品格会产生好行为) 

1.凡事谦虛 

太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
们的。这是登山宝訓八福的第一福。进
入神的囯，必須虛心。虛心就是谦卑。
（虛心≠心虛）耶穌把虛心放在第一，
因为一个人若不能进入神的囯，其他七
福就免談了。可見谦卑是最重要的。 

 



主耶穌教导人虛心,他自己先做榜样： 
6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 神
同等为強夺的(不堅持)，7反倒虛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
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 腓立比书2 ) 

主耶穌是谦卑最好的榜样。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492&ft=0&temp=77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492&ft=0&temp=77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492&ft=0&temp=77


現代人的谦卑很多是裝出來的。好比美
国的競选总統；競选人很親熱來向小老
百姓握手、擁抱、鞠躬。第二天当选了
，你有事求他，门都不得进。 

谦卑是兄弟中年以後才開始学习的功課
，現在还在学习。谦卑是我们天天要面
对的功課，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功課。兄
弟年轻时，有好辯的傾向。好辯是骄傲
的表现（注意：辯護与好辯不一样） 

基督徒必須学习谦卑。 

 



2.凡事溫柔  

太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
地土。 

溫柔就是性情和善，不容易生气。溫柔
的人容易让人接近，比一般人有机会被
人提拔；溫柔的人在社会上比較吃得开
,这就是承受地土的意思。 

主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
学我的样式” (太11:29)  

主耶稣是我们学习谦卑的榜样。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40&ft=0&temp=148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940&ft=0&temp=148


溫柔不是軟弱。軟弱是外表看来溫柔
，但内心却悲观无力。 

外表溫柔，内心也溫柔，才是溫柔。 

有人把一塊海綿來比喻溫柔。你用力
压海綿，海綿就变形，力量离开，海
綿就恢复原形。你碰它，它不会受伤
；它碰你，你也不会受伤。我们要学
海綿的特性。被人碰不会受傷。碰人
也不会使人受伤。 



3.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是合一的第三因素。为什么
合一需要忍耐？因为每天不如意的事
，十有八九。不忍耐，很难活。尤其
人与人之间的事，不忍耐，就会吵架
、打架、甚至动刀兵。在教会必须学
会凡事忍耐。 

忍耐不是输家，因为耶穌常说“忍耐
到底的必然得救”。 



保罗很会講“忍耐”,他在罗5:3-5 说: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
望，盼望就不至於羞恥。” 

为什么忍耐会生老練？忍耐又忍耐，我
们不就老練了吗！老練就是沒有被压倒
。沒有倒，当然就有胜利的盼望。有盼
望,当然不会感到羞恥。 

这是保罗用自己的经历，來勉励我们如
何兌現耶穌所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
救”。棒極了！ 



4.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联絡  

神愛我们,同时赐給我们愛。我们要把
愛发挥出去。 

我们愛一个人,就寬容一个人。我们愛
所有人,就寬容所有人。凡事用愛心互
相寬容,用和平的态度与人来往.这样,
教会就合一。家庭也是这样。 



4.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联絡  

神愛我们,同时赐給我们愛。我们要把
愛发挥出去。 

我们愛一个人,就寬容一个人。我们愛
所有人,就寬容所有人。凡事用愛心互
相寬容,用和平的态度与人来往.这样,
教会就合一。家庭也是这样。 

5.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若有合一的心，那是圣灵赐給我们
的。我们要努力保守住。 

 



 

【结语】 

合一非常重要 

教会合一才会兴旺 

合一,教会就有喜乐 

大家就喜欢来教会 

教会就能领更多人归主  
 

 



 

 

教会必须合一,因神国是合一的 

以弗所书说,天人合一 
是神旨意的奥秘 

教会必须先合一 
才会有天人合一 
(徒3:21,帖后2:7) 

 

 

 



 

教会如何合一？ 
秘诀: 人人操练 

4: 2凡事 
谦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3用和平彼此联絡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操练这些美德时 

教会的领导们(同工们) 
必须以身作则 

领导羊群 

要记得,教会不是社会 
羊群永远是跟着牧人走的 

 

 



祝你 平安 



祝你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