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課教會的合一和活
出新生命

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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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奧秘

奧秘是神救贖人的計劃和旨意，並在基督裡猶太人和外邦人都蒙救恩。這奧秘對
人是神的恩典所以是福音的奧秘；因一切都是在基督裡完成的也是基督的奧秘；
同時外邦人在基督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為基督的身
體，這奧秘也是教會的奧秘。
以前的世世代代沒有叫人知道，如今藉著聖靈啟示基督的聖使徒和先知，將這奧
秘完全使人知道；新約啟示關於救恩和福音在基督裡的完成；是完整的和清晰的

保羅見證執行託付的職分，作福音的執事

-是照神恩賜，差派參與神關鍵和榮耀的工作，是崇高的權利，是他不配得的
-保羅看為自己為主的僕人，靠神賜能力完成主託付的恩典和榮耀的工
-神啟示保羅福音的奧秘和傳福音的職分和安排
-是神賜給保羅作工能力，是神的能力在保羅身上的運行(弗1:19-20「大能大力」)
-保羅為主甘心受苦，以此為榮，並要信徒也要以此患難為榮

保羅為信徒祈禱的內容

一、求神藉著神的靈，使信徒心裏的人剛強起來(16節)
二、求神讓基督住在信徒心裏，使信徒愛心有根基(17節)
三、求神使信徒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8節)
四、求神使信徒被神一切的丰盛所充满 (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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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民的福氣：頌讚(1:3-14) 

神的新民的助力：祷告(1:15-23)

得救
經歷

神的新民的形成：從罪死裡復活(2:1-10) 

神的新民的形成：猶太人外邦人在基督裡和好(2:11-22）

達到
豐滿

保羅在神的新民計劃中的特殊使命（3:1-21）
-福音的執事(3:1-13) -為信徒祈祷 (3: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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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民的生活：屬靈責任（4:1-16）
-保持合一（4:1-6） -保守合一的方法（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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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民的生活：道德責任（4:17-5:21）
-新生命取代旧生命(4:17-24) -真理取代虚谎(4:25-5:2)
-光明取代黑暗(5:3-14) -智慧取代愚昧(5:15-21)

神的新民的生活：家庭責任（5:22-6:9）
A 丈夫和妻子(5:22-33) B 父母和儿女(6:1-4) 
C 仆人和主人(6:5-9) 

爭戰 神的新民的爭戰（6:10-20）

结语和问安(6:21-24)





基督裡新民生活

教會合一的建造（4:1-16）

The Royal Walk



分段 神的新民的行事為人 （4-6章）

1 教會合一建造（4:1-16）
- 教會保持合一（4:1-6）
- 教會保守合一的方法（4:6-16）

2 個人生命的更新（4:17-5:21）
-新生命取代舊生命(4:17-24) 
-真理取代虛謊(4:25-5:2)
-光明取代黑暗(5:3-14)
-智慧取代愚昧(5:15-21)

3 家庭生活的和睦相愛（5:22-6:9）
-丈夫和妻子(5:22-33) 
-父母和兒女(6:1-4) 
-僕人和主人(6:5-9) 

4 屬靈爭戰 （6:10-20）
5 結語 （6:21-24）

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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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認識教會 《慕迪神學手冊》 -教會論
問題：你認為教會是什麼？
A 信耶穌的宗教團體 B 非營利的機構 C 在教堂活動的團體
D 由牧師和神職人員領導的團體 E 所有基督徒的統稱 F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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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以弗所書是譯自希臘文的 ekklesia，這字從ek而來，意思是
「出來」﹔及kaleo ，意思是「呼召」，因此就是「被呼召出來的群體」
或指某個集會，不表示群體有什麼屬性。在以弗所書中，用來指新約教
會，「被呼召出來的耶穌基督的信徒的群體」。

英文church(教會)一字，與蘇格蘭文kirk及德文kirche 有關，這几個字
都是從希臘文 kuriakon 而來的。kuriakon 的中性形容詞是kurios (
「主」)，意思是「屬于主」



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

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

信徒是活石

基督是房角石

成為神借著聖靈居住的所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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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的教會(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包

括全世界、歷世歷代所有的真基督徒。

地方性的教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有

形教會。



�����

普世性教會(the universal church)：在以弗所書提到教會，被稱為「基
督的身體」，是指普世性的信徒群體。任何從神的靈而生，接受同一位聖
靈的洗，歸入基督的身體的人 (林前12:13)；基督所應許要建立的信徒群
體(太16:18)﹔也是基督為它而受死的身體(弗5:25)，基督要在其上居首
位，指引方向(弗1:22-23﹔西1:18)。普世性教會的特點是合一的，不分
猶太還是外邦信徒，在一起組成一個身體，從一位聖靈合而為一彰顯神的
榮耀(加3:28，弗2:15，4:4)。

地方教會(the local church)：是指一群信徒在一個地方的聚會，在耶路
撒冷有教會(徒8:l)，在小亞細亞有教會(徒16:5)，甚至在腓利門的家中
也有教會(門2)，不一定有專作聚會的建筑物，也有在家中聚會。信徒聚
在一起奉主名，敬拜，相交團契，擘餅，教導，禱告，事奉和傳福音-
（教會的功能）

普世性教會也指不可見的教會(invisible church)，而地方教會則是指可
見的教會(visible church)。雖然有些人否定這種講法，奧古斯丁、路德，
及加爾文則贊同這個區別，以不可見的教會的完美、真實及屬靈，作為教
會的本質。地方教會是普世教會在地上有形的表現，是地方信徒的聚會，
並非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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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身子原不是一個
肢體、乃是許多肢體。」（林前12:13-13 ）

何時開始？

-耶穌對彼得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太16：18）

-耶穌升天前對門徒說「但不多几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1:5）

-五旬節聖靈降臨 （徒2章）à使徒行傳-福音廣傳，教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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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神的豐盛和榮耀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也
得了豐盛。。」（西2:9-10）

「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弗3:21)

-彰顯神的百般智慧和豐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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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3:10)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
來的世代看」（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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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說：「我將我的教會建造。。」(太16:18)，他所指的不是地方教會，而是
普世性的教會，是全部的信徒。聖經用象徵來形容和描繪教會是一個有機體。

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主的權柄和指導】；教會作為基督身體 【信徒合為一個
身體】（弗1:22-23，2:6，4:4）；基督恩賜建造教會【教會群體和信徒個體成長】
（弗4:12，16）；聖餐【刻畫出教會作為基督身體的合一】（林前10:16-17）

信徒互為肢體，發揮各自功用，靠主聯絡和諧；完成主要教會完成的工作

建筑物：耶穌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為根基，個房靠主聯絡，為主的聖殿和聖
靈的居所【教會的根基裝備建造和功用】(弗2:20-22)； 信徒像活石，被建造成靈
宮【信徒是連接與主建造為靈宮】

新婦：用妻子和丈夫的關係比喻教會與基督的關係【教會順服基督，基督愛教會為
教會捨己，關係緊密結合為一體】（弗5:21-33）；教會的貞節聖潔榮耀（林後
11:2，弗5:26-27）；羔羊的婚娶新婦【教會與基督永遠在一起】（啟19:7-10，太
25:1，帖前4:17）

神的家：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裡的人了（弗2:19）；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

祭司：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 （彼
前2:9）

好牧人和羊群， 葡萄樹和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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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23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24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
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25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26要用水借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27可以獻給自己，作個
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28丈夫也當照
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29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
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30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 〔有
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31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32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33然而你
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妻子順服丈夫 教會順服基督

丈夫是妻子的頭 基督是教會的頭，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丈夫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
保養顧惜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使教會成為聖潔
（水和道），獻給自己為榮耀的教會

妻子是丈夫的骨與肉

丈夫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

我們是基督身上的肢體

是極大的奧秘，是指著基督和教會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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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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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經文（4:1-6）

基督裡新民 –屬靈原則： 教會的合一（4:1-16）
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

A 教會保持合一（4:1-6）
-教會合一生活的原則（4:1-3）
-七個合一的要素（4:4-6）

B 教會保守合一的方法（4:7-16）
-基督給個人的恩賜（4:7-10）
-基督給教會的恩賜（4:11-12）
-在真道和愛心上彼此建立（4: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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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合一生活的原則（4:1-3）

保羅為何要勸信徒？

保羅要教導不只是關於基督的真理和教義，更是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
到神面前」(西1:28)，因此他發出懇切的請求，基督徒的身分是因神的恩召從世界
分別出來，有著屬天生命的新造的人，福音使者的身分，這本質的改變必然徹底改
變新人行事為人的準則，並體現在與委身於基督和有事奉主相稱的生活何人討主喜
悅的生命。

與蒙召的恩相稱：神的恩典是彰顯在基督徒的生活行事上，相稱好像有個天秤，一
邊是神給的恩典和恩召，另一邊我們領受的恩典彰顯在我們生命中。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原文是「靈裏的合一」；由本節的語氣可見「靈裏的合
一」』是主以完成的事實。每一個信徒裏面的同一個聖靈，任何叫信徒與信徒分離

的事，都是違背、得罪這位聖靈的。

思考問題什麼會導致我們的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不相稱？

一個原因是我們沒有信心來領受，另一方我們沒有靠基督活新生命，委身於基督，
而是持續在舊造的生命裡不願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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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合一生活的原則（4:1-3）

保羅例舉4個新生命的特質，體現個人品格，教會生活，團契相交中：

謙虛：希腊名词謙卑，相应的形容词為负面含义，通常与卑贱、粗鄙、不名誉这类
字眼相关，在希腊人的眼中并非美德。直到主耶穌「。。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11）基督徒蒙召既是跟隨祂的腳蹤，謙卑就
變成了基督徒品格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溫柔：表示從好的方面，形容溫順與和善的品格，描述人對神話語(雅1: 21)的順從，
常見是指待人接物(林前4:21; 提後2:25;多3:2)的态度，和顺服之灵有密切的关联，
避免因己的態度傷害道別人或偏離目標。
忍耐：指面臨不幸時的堅忍，也指則指受到他人傷害時，不輕易採取報冤或復仇行
動的心
寬容：是能擔當別人對我們的虧欠，不計較別人對我們的傷害, 不輕易發怒；惟有
愛心叫我們能為別人的好處著想，故能寬容

保羅看重教會生活肢體間的聯絡，和平和靈裡合一（Unity of the Spirit)
-合一為神的賞賜，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和好及合一，藉著聖靈的工作成就在得救
的新人群體（2:14-16），人不能創造合一，唯有竭力保守，是責任
-肢體間有互相聯絡和依存，成為一個整體，彼此靠主愛,寬容和平和睦，善意交通
-基督已經除去隔斷成就合一，信徒間有时需要付出代价、放弃成见，忍受损失以维
护「合一」的健全与稳固。但合一不是統一或同一



4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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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七個合一的要素（4:4-6）

教會的合一凌駕於個人，種族，社會政治，文化傳統語言等分歧一切之上
保羅宣教接觸不同的教會，深知他們面臨不同分歧挑戰，然而神的心意是要聖靈在
教會中所賜的合一、因認識耶穌基督並認祂為主的合一、在父神萬有之源里最終的
合一，信徒應當順服合一，體現在教會生活中。
但聖經從未教導教會必須在組織、制度、行政、儀式、名稱…等方面都一致

七個合一的元素

1 身體只有一個：表明領受一個生命，也聯絡於同一生命，就是基督的身體，基督
徒全体能够通力合作，避免分裂。（林前12:12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
2 聖靈只有一個：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12:13）。
強調聖靈在合一方面：聖靈的同在構成教會，同時也是教會合一的基礎。沒有從這
一位聖靈而生的經歷或沒有聖靈住在裡面的人，根本不能被「合一」在教會里（陳）
3 蒙召同一指望：聖靈為信徒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得贖進入榮耀（1:14，18），
蒙召的指望就是，與榮耀之基督合一，成為祂的「身體」，是祂所「保養顧惜」的，
與祂同享榮耀，又被祂所充滿（1:23）。這個共同指望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標和合一
的基礎。（彼前1:3-4「。。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
不能衰殘。。存留在天上的基業」，具體的例如：約壹3:2-3「潔淨」彼前1:13「基
督的再来」林前的15:19-20「将来的复活」，腓3:14「荣耀奖赏」等）



教會七個合一的要素（4:4-6）
4 一主：林前8:6「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不論男女老幼，膚色種族，贫富
智愚，社會地位，都能同負一軛，服事同一主耶穌基督，尊祂為主。
5 一信： 信徒都是凭信心接受基督十架救赎之恩典而得救，因信稱義，藉著基督委
身基督，進到基督面前、並在祂裡面得著生命。
6 一洗：所注重的不是受洗方式的同一，而是受洗意義的同一。我們都是奉耶穌基
督的名而受洗（徒19:4-5），並歸入同一位基督（加3:27），領受同一的聖靈（林
前12:13；多3:5）
7 一神：以「一神」為信仰對象，同以獨一之神為神，並且都從這一位神領受生命，
以祂為「父」，既然同一位「父」，則基督徒事實上已在生命方面合一了。
信徒按祂形象造的，又藉基督成為神的兒女，所以神是他們的父，超乎(above)众人
之上：祂高高在眾人之上統領、掌管、支配一切；贯乎(through)众人之中：众信徒
都從同一位永生神的生命，並有聖靈內住，聖靈裡合一，恩慈，看顧和引導；也住
在(in)众人之内：神与所有信徒集合即教会的同在，祂在眾人裏面感動、運行、作
工、加力。

思考問題：根據合一的原則，若在某事工的作事方式上有分歧，該如何解決？

-合一不是統一，而是聖靈的工作，合一的心是聖靈所賜，聖徒應竭力保守，而不是外表的合一

-避免紛爭，結黨，和各種妨礙合一的事
-追求與一切同有神生命的人和睦合作「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12：18）
-高舉基督的十字架，「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
十字架」（林前2：2）



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8所以經上說：「祂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9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10那降下
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11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1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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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使我們不
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
各樣的異端。15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16全身都靠祂聯絡得
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
自己。

閱讀經文（4:7-16）

基督裡新民 –屬靈原則： 教會的合一（4:1-16）
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

A 教會保持合一（4:1-6）
-教會合一生活的原則（4:1-3）
-七個合一的要素（4:4-6）

B 教會保守合一的方法（4:7-16）
-基督給個人的恩賜（4:7-10）
-基督給教會的恩賜（4:11-12）
-在真道和愛心上彼此建立（4:13-16）



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8所以經上說：「祂升上高天
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9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
下麼？10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基督給個人的恩賜（4:7-10）

基督徒相信他們是「住在一個神所創造、神所控制、神所維持，以及神所充滿的世
界上」(巴克萊)，並確信神住在他們裡面，透過他們成就祂的旨意。 在共有這信心
和經歷的團契裡面，成就了深廣的合一。在這樣的合一中，不能期待基督徒彼此的
性格, 恩賜, 任務完全相同。為了使他們互相倚賴，不千篇一律，神反而憑自己的
智慧，為身體中的各個肢體命定無數不同的恩賜。

各人蒙恩：沒有人擁有全部的恩賜; 同樣的也沒有一個肢體是完全沒有屬靈任務，
或沒有任何屬靈恩賜的。這恩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不單只是賜給傳道人或教
會領袖的。
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是升天的主还在肉身时，应许在回到父面前以后，丰丰富
富赐下的(约14:12-1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
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
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分享問題：若你被邀請在教會做某一項服事，你是先看自己合適否，還是先答應做
做看，還是禱告直到自己有把握了？



7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8所以經上說：「祂升上高天
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9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

下麼？10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基督給個人的恩賜（4:7-10）

保羅應用詩篇為要強調基督已經得勝，基督在十字架上敗壞仇敵而升上高天的結果，
使祂在榮耀得勝中把各樣恩賜賞給人；賞賜的是事奉神的恩賜，神所選召並托付的
人，必得著所需的恩賜以完成使命，包括下文11節那五種建立教會、成全聖徒、各
盡其職的恩賜。

祂升上高天。。：引用經文詩68:18「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就是
在悖逆的人間、受了供獻、叫耶和華 神可以與他們同住」背景不詳，只知道是得
勝的詩，被用來預表基督的復活，升天，和統治及將來教會作後的勝利。
升上：基督復活後在榮耀中被高舉，基督已經被提升到尊貴和榮耀的極點，祂從聖
父那裡來到世界，又已經返回原處。
諸天之上：合乎猶太人相信天是複數之概念
降在地下： （KJV： descended first into the lower parts of the earth）釋經上有難度，
不同解釋，1基督降生，道成肉身；2指的是基督被釘後降下，將福音傳給在祂降世
之前就已經死亡的人（彼前3:19，4:6，是否是彼得的原意也不確定）；3指與天家
相比，地球是如此低微(賽:44:23)； 4指基督降卑順服以至於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11）



11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基督給教會的恩賜（4:11-12 ）

基督賜給教會的事工，首要的是「裝備聖徒」按神心意作定的「成全聖徒」，使聖徒
達到合格地步，能夠在基督的身體中履行屬靈的任務和職責「各盡其職」。事工是以
建立基督的身體為目的， 當教會中的每一肢體，運用主所賜的特殊恩賜，在屬靈上服
事其他肢體以及身體的頭時，教會就因此得以增長建立，其中成員亦得著造就。

使徒：（哥前9:1-2）似乎表示作使徒的必要條件，是見過復活的主、被祂所差遣，以
致作為教會根基的一份子(弗2:20)，是初代教會建立的工人(使徒行傳)，在事工中彰
顯出基督的能力,權柄，使徒的事工結束於初代教會結束。
先知：新約先知就與使徒一起在建立教會的事工上緊密相連;先知是基督賜給初代教會
的另一個基本賞賜（2:20，3:5，是默示的發言人。先知藉著聖靈的默示，直接領受宣
講神的話語，其話語的事工對正在長成的初代教會十分重要，在新約正典形成之前這
是不可或缺的工作。隨著初代教會建立事工的結束，先知的奠基事工也成為過去，文
字形式的話語取代了使徒和先知權威性的口頭話語。
傳福音的：使徒的領導下巡回講道，稱他們為「教會基層的宣教士」(參徒21:8傳福音
的腓利，提後4:5 要提摩太「作傳福音者的工夫」傳道)
牧師和教師：同一定冠詞，牧師和教師所得到的恩賜，負責在每日的生活中建立教會。
這裡牧師(直譯「牧羊人」) 的職責是以靈糧餵養羊群，保護他們免受屬靈上的危險。
教師：是教導人明白聖經，有解經恩賜，能造就信徒學習事奉主的人。按保羅巴拿巴
未受聖靈差遣之前，與安提阿教會中的西面、路求和馬念，同被稱為「先知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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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啟示，知道神現今對基督身體(超越

個別地方教會)的旨意，並帶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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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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15唯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16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

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在真道和愛心上彼此建立（4:13-16 ）

保羅表明神恩賜各職分給教會的目標是

- 信仰成熟：「在真道同歸於一」（KJV come in the unity of the faith）雖然信徒背景
不同，但仍然能夠逐漸認識「一個指望」日益倚靠「一主」連與「一體」歸於「一信」
對於基督信仰眾人達到合一
- 品格成熟：「認識神的兒子」（KJV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深入個人生命與
認識神的兒子上的合一，既是與神的兒子交通，就等於是全面經歷「在基督里」的生
命
-生命成熟：「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KJV the measure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ness 
of Christ）達到得以長大成人，與基督的聖潔和榮耀相配，滿有基督的豐滿
教會和信徒成熟成長的具體表現
-對異端的辨認：小孩子比喻生命不成熟容易被欺騙，誘導，中詭計，跟隨環境影響
-運用愛心將真理告訴人：或作在愛裡忠誠的勸告人，帶出效果是連與基督凡事長進
-靠基督聯絡發揮功能：身體工作方式進一步解釋，需要完全靠著基督為頭為聯絡，各
部受同一指引協調配搭達才能全身得到長進在屬靈上受益。「身體」必先增長，成為
一個愛的團體，信徒才能在愛中被「建立」。當信徒把自己的恩賜為神使用，使教會
漸漸興旺，愛心增長，信徒自己的愛心和靈命，也自然長進起來了（平行經文 西2:19）



基督裡新民 – 教會的合一的建造（4:1-16）

思考問題：你對教會的合一和建造有什麼認識？
應用問題：你知道神給你的恩賜是什麼？是否有發揮此恩賜在教會建造中？
應用分享：你上主日學的目的是什麼，神怎樣使用你在主日學所學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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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民的福氣：頌讚(1:3-14) 

神的新民的助力：祷告(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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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民的形成：從罪死裡復活(2:1-10) 

神的新民的形成：猶太人外邦人在基督裡和好(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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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神的新民計劃中的特殊使命（3:1-21）
-福音的執事(3:1-13) -為信徒祈祷 (3: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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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新民的生活：屬靈責任（4:1-16）
-保持合一（4:1-6） -保守合一的方法（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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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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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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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更新
順服

神的新民的生活：道德責任（4:17-5:21）
-新生命取代旧生命(4:17-24) -真理取代虚谎(4:25-5:2)
-光明取代黑暗(5:3-14) -智慧取代愚昧(5:15-21)

神的新民的生活：家庭責任（5:22-6:9）
A 丈夫和妻子(5:22-33) B 父母和儿女(6:1-4) 
C 仆人和主人(6:5-9) 

爭戰 神的新民的爭戰（6:10-20）

结语和问安(6:21-24)



基督裡的新民生活

本質改變-新生命取代
舊生命（4:17-24）

The Royal Walk



17所以我說，且在主里確實地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
事；18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19
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20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21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
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23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
換一新，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閱讀經文（4:17-24）

基督裡新民的生活 - 個人生命的更新（4:17-5:21）
-新生命取代舊生命(4:17-24) 
-真理恩慈取代虛詐(4:25-5:2)
-光明取代黑暗(5:3-14) 
-智慧取代愚昧(5:15-21)

生命的本質改變-新生命取代旧生命
脫去舊人- 舊人的心思（4:17-19）
穿上新人- 有神的形象（4:20-24）



17所以我說，且在主里確實地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
事；18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
19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脫去舊人- 舊人的心思（4:17-19）

保羅用嚴肅措辭強烈的語氣宣告和警告，在主裡確實說，你們按肉身原是外邦人，
但身分因著基督的恩典而改變，因此要脫離舊的生命和行事方式。

虛妄的心行事：原文有虛空而愚笨的意思。保羅時代的古希臘和羅馬，社會無論
在思想上、屬靈上、道德上， 都是一片頹廢。也泛一般人的生活普遍存著虛妄
的人生心態，不認識神的至終結果，是人生沒有目標， 一切都成為虛空。
心地昏昧：心地原文是指人的「心思」「理解力」「智能」或「悟力」；昏昧原
文是「被黑暗所蔽」的意思。無論如何淵博的學識，思想中沒有智慧的光照，心
思被罪惡和這世界的黑暗之主遮蔽在黑暗之中，以致不會分別是非。
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這是靈性死的意思，也是信徒從前「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的光景，與神的生命隔絕。既與神的生命隔絕，當然無法領悟神的事情，且不會
與神交通，與神的關係完全隔絕。
無知，心裡剛硬：舊人生命的失敗，一方面人的無知，是神在基督里的拯救和賜
人生命的知識沒有臨到他們；另一方面是人心裡剛硬頑固態度，是個人要承擔無
法推卸全部的責任。



17所以我說，且在主里確實地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
事；18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
19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脫去舊人- 舊人的心思（4:17-19）

良心喪盡：不再重视神的真理，对于恶事亦不再存羞耻之心，良心麻木，不再责
备他们。基督徒重生后，良心恢復敏銳的感覺，聖靈常借著我們的良心約束我們
放縱私慾：沒有了良心的約束警告，人必然放縱肉體的私慾，只要滿足自己的私
慾，便不擇手段地去達到目的，完全失去道德方面的約束力。
貪行種種的污穢：基本上是貪心，即非分的渴求，和不辨是非、不顧別人之佔有
欲的意思，泛指一般卑污的罪，所有的罪和所有貪圖個人利益而作的壞事，好像
是個人得看得見利益，實是是在神面前為自己增添罪惡，成為更加污穢的罪人而
已

分享問題：有什麼舊人的生命或是行事方式仍然影響著你現在的生命？



20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21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
祂的真理，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
漸變壞的；23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穿上新人- 有神的形象（4:20-24）

保羅用反問句表達學了基督，信徒生命應有改變
- 聽，領，學，神的真理和旨意已經掌管了你的思想，這真理有影響力。信徒的人生不再灰
暗，思想亦不再虛妄。你們不再與神隔絕，而是每一步都走在主的光明之中，與祂團契相
交。因此你必須棄絕一切的淫亂、對污穢的愛戀，以及一切能夠傷害他人身體和心靈的事

物
- 有「在基督裡」的真理領受在信徒內在生命中，就要有「在基督裡」生命改變，保羅用新
人舊人的比喻來形容生命改變：脫去。。改換一新（KJV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穿上

- 新人的生命特徵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 基督的救恩是包括這兩方面的—消極方面救我們脫離罪惡，積極方面給我們新生命。信徒
經歷救恩，基督的救恩，真理和聖靈已經使信徒生命內在發生變化，我們對舊生命的敗壞
「脫去」得愈多，新生命就愈加長進。

學了基督：是對基督徒說的，主耶穌對信徒則叫他們「學」祂，「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太11:29），「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我給你們作榜樣，叫你
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約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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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新人- 有神的形象（4:20-24）

聽過祂的道：聽見過關於基督自己和祂的言行
領了祂的教：原文『在祂裏面』受教，表明不同於一般世人的教導，他們只在外面
教導別人，而主的教導卻是：(1)屬內在生命的；(2)須是在主裏面的人，才能領受
學了祂的真理：真理是『在基督裡』，指主耶穌在地上所成功的一切屬靈事實(包括
在十字架上脫去舊人)，如今成了蘊藏在祂裏面的屬靈事實，所以祂說『我就是真理』
(約14:6)；我們所學習的是活的真理，是活在耶穌裏面的
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舊人」舊生命的本質，是常常隨從私慾，接受迷惑，以
為可以得到滿足喜樂，卻是無法實現而是使人更加敗壞趨近滅亡。信徒既已因信真
道，領受基督的新生命，就當然脫離一切屬於舊生活方式的事物。
心志改换一新：「改換」原文即穿上更新之意，基督徒在重生後；「心志」是人心
裡的靈，心靈便因有了新生命而改換一新，對於事物的見解和態度都有了新的改變。
穿上新人：表示穿上神所創造、神所賜予的生命，是一個決定性的行動。「新人」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恢復了神形象和所帶來的一切深意，在品格上有真理的仁義和
聖潔。「仁義」是行為上，與人相處以公義相待，合於神的法則。「聖潔」是指對
神的操守，有獻身與敬虔的含意，與神的性情相合，而和一切在神之外的有分別
（西3:10「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基督裡新民 – 教會的合一的建造（4:1-16）
思考問題：你對恩賜有什麼認識？

應用問題：你知道神給你的恩賜是什麼？是否有發揮此恩賜？

恩賜的定義：
聖靈按己意，在不同人身上賜給服事教會的能力，使教會發揮神給她的特別使命

恩賜的目的：
-建立教會，非為個人益處（弗4:12-16，林前12:7；14:5，12）
-多元化的恩賜，為要信徒彼此幫助，合作，依靠（林前12:14-30）
-恩賜是建立教會的工具，而非個人目標

恩賜的舉例：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或作執事、
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
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羅12:6-8）（林前12:4-11）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 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 神所賜的力量服
事。。」（彼前4:11）（弗4:11）

恩賜在話語的服事，事工的服事，愛心關懷的服事，傳福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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