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的合一
以弗所书4章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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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荣耀的教会

 在基督里所得各样属灵的福气

 天父的拣选

 基督的救赎

 圣灵的印记

 保罗的祷告，真知道他

 恩召何等的指望、基业何等的荣耀、能力

何等的浩大

 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1:4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1:5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1:7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 神之民被赎、

1:17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

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1:19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1:22 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1:23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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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荣耀的教会

 基督救赎的恩典 –出死入生

 可怒之子蒙爱之子

 在基督里造的新人 –教会

 与人和睦、与神和好、传和平的福音

 教会：基督为房角石、主的圣殿，神藉着圣灵
的居所

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

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

是 神所赐的．

2:9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

人自夸。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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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

行善、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

行的。

犹太罪人、外邦罪人。两种水

火不相容的罪人借着基督的身

体，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

一体、与 神和好，造成一个

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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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荣耀的教会

 基督的奥秘， 神的智慧

 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
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
百般的智慧。

 保罗为教会祈祷

 灵里得刚强、信心得保守，爱心有根有基

 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

基督的奥秘， 神的智慧，

得胜的宣告，借着教会、
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宣告基督的奥秘、宣告
神的智慧。彰显 神的荣
耀、 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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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得胜的过程，直
到

1:10要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
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
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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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彰显 神的荣耀

 弗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相称:Worthy – deserving respect, admiration, or 
support.值得尊重、钦佩或支持

 弗3:13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
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彼前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

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 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
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徒16:21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16:22 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
16:23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
在监里、嘱咐禁卒严紧看守。
16:24 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
脚上了木狗。
16:25 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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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唱诗赞美 神．众囚犯也侧
耳而听。

腓1:21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
了就有益处。
1:23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
这是好得无比的．
1:24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
更是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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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4：2-6
 4: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4: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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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一主、一信、一洗、

 4:6 一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
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教会不合一的例子
使徒时期教会

 保罗的经历：外邦人信主：
守律法、行割礼，耶路撒
冷大会；保罗被捕。

 帖撒罗尼迦教会乱用弟兄
姐妹的爱心、不肯做工，
专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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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教会，彼得、巴拿
巴装假，怕奉割礼的犹太
信徒，不敢与外邦信徒一
起吃饭。

 哥林多教会的分党、纷争。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
波 罗 的 ． 我 是 属 矶 法
的．我是属基督的。弟兄
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
人面前。

中世纪
1054年的東西教會大分裂、
1378年開始的天主教會大分裂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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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唯一的根基

教会虽召自万邦，信徒却成一体，

同有救恩的凭证，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独一的圣名，同享唯一天粮，

同怀专一的盼望，同蒙恩爱无量。

教会历尽了苦难，世人讥笑毁谤，

内争分裂她身体，异端叛道中伤，

圣徒警醒争相问，黑夜到底多长？

哭泣将变为歌唱，转眼即见晨光。

教会不合一的例子：
 巴比伦被掳”时期（ 1309 一

1376）法王将教皇从罗马被迁

到靠近法国的亚威农，教廷留
在该地达七十年之久。这段时
期被称为”教皇巴比伦被掳时
期”，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
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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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分裂时期（1378一1417）意大

利与法国公开断绝关系，双方各
选出一位教皇；于是出现了两位
教皇，一位在罗马，一位在法国。

 公元1409年，在比萨举行了一次

会议决定废除双方教皇，另选出
一位教皇，但没有一位教皇愿意
让位，结果三位教皇同时存在的
局面。

 公元1417年，君士坦斯会议中，

又选了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为教
皇；其他三位教皇为怕引起更大
的难处，一致支持新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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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17:11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

里去。圣父阿、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
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17:20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
人祈求．
17:21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
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17: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
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17: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
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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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要合一

 三位一体 神，主的心愿（约20:17-23）

 主的身体做成的（弗2:15-16）

 为主见证、为主征战，彰显 神荣耀（弗3：
10，21）

 荣耀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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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合一

 弗4: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
一的心。

原文：灵的合一 (NIV：Unity of the Spirit)
 灵里的合一、基督十字架救恩成就的

 弗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

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

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2:16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

下归为一体、与 神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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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七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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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一主、

一信、

一洗、

4:6 一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 上、贯
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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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1、弗4:4 身体只有一个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林前12:14-20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

许多肢体……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

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
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
是一个。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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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2、弗4:4 圣灵只有一个

三位一体的真神，从神领受的圣灵就是
这一位

林前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

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
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太13:24-30，麦子和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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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3、弗4:4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基督来临的荣耀、永生和天上的基业

林前1: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
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来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
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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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4、弗4:5 一主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

林前12:3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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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5、弗4:5 一信

罗10: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使徒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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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6、弗4:5 一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

罗6:4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

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
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公开的见证，信仰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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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合一的基础

7、弗4:6 一 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
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神的超越性，他高高在众人之上掌管、支配一
切。

神在众人中施与的看顾、引导和救护。

神在众人里面的感动、运行工作。

 合一是 神所赐的，不是靠人手作成的

 合一是在灵里，不是外在的、形式的

 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不是无生命的机构 （Organism, not
Organization)

 教会的合一，不是统一

 教会的合一，不是妥协，与世界要分别

 教会的合一，众圣徒的合一，与神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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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合一的生命

 弗4: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4: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

 加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5: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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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合一的生命

腓2: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
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2: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罗12:3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

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约13: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
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13: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
是我的门徒了。

骄傲，嫉妒

内在：谦虚、温柔，对外：
忍耐、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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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合一的生命

 太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

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弗4:24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形像

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林前4:9 我想 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

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

和天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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