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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裡“合一”

弗 4:1-6

黄嘉生牧師



弗 4: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的恩相稱。
弗 4: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
互相寬容，
弗 4: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
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
弗 4:5 一主，一信，一洗，
弗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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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裡的合一



誰最偉大?



大拇指



食指



中指



無名指（戒指）



小指



禱告的手誰領先



舉重的手



新造的人

林後5: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
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5:18一切都

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5:19 這就是 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
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5: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 神藉
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
神和好。



和好的職事

基督裡的
新生命
為要

使人和好

與神和好

人與人
彼此和好

神 世界

世俗領域神聖領域



“新人 、新生命”

基督替眾人死, 

因而 神的眾兒女
1. 向老我死; 

2.成為新造的人;

3.要得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 

4. 並成為基督的使者



弗 4: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的恩相稱。弗 4:2 凡
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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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神是愛, 唯有愛心的人才認識神
2. 神愛不可愛的罪人: 我們
3. 神也愛不可愛的罪人: 他們
4. 聖靈住在我們裡面賜給愛的能力
5. 愛除去懼怕 – 審判與刑罰
6. 愛神必須由愛弟兄姐妹來表明
7. 如何愛弟兄姐妹 ： 同心合一

(弗4:1-6)



為什麼需要合一?(Why)

- 與我們蒙召的恩相配
- 新生命的職分

(林後5:18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
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的恩相稱。



如何行出來合一?（How)
弗 4: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
愛心互相寬容，弗 4:3 用和平彼此
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
的心(合一)。

a. 謙虛、
b. 溫柔、
c. 忍耐, 

d. 以愛互相寬容
e. 以和平彼此聯絡



合一的本源 - 一位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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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個身體
b. 一位聖靈
c. 一個盼望

• 一身體
• 一聖靈
• 一盼望



一個身體裡的合一

西 1: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

弗 5:23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
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一位聖靈裡的合一

雅 2: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
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林前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
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
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
聖靈。



一個盼望裡的合一

多 3: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
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
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多 3:6 聖靈就是 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
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多 3:7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
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



合一的本源 - 一位主 (聖子)

5 一主，一信，一洗，

a. 一位主
b. 一個信仰
c. 一個水禮

• 一身體
• 一聖靈
• 一盼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一主”裡的合一

羅 10: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
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一信”裡的合一

羅 3:22 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
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一洗”裡的合一

彼前3:21 …這水所表明(代表)的洗禮，
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
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
在 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因耶穌基
督的復活救你。）
林前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
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
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一神”裡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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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身體
• 一聖靈
• 一盼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Over All眾人之上
Father of All

眾人的父

Through All

貫乎眾人之中



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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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實際行動如何
合一？



提後3:16 聖經都是 神
所默示的（註：或作
“凡 神所默示的聖
經”），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3:17 叫
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拇指 –聖經
Thumb- Bible



食指 –屬靈長輩的教導
Index Finger – Mature Christian’s Advice

提前5:17 
那善於管理
教會的長老，
當以為配受
加倍的敬奉。
那勞苦傳道
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



無名指 (戒指)-

Ring Finger – Community’s Rules

羅 12:17 不要以
惡報惡。眾人以
為美的事，要留
心去做。
羅 12:18 若是能
行，總要盡力與
眾人和睦。



小指-環境的印證
Little Finger – Situational affirmation

腓 4:12 我知道怎樣處
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
富，或飽足、或飢餓、
或有餘、或缺乏，隨事
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腓 4:13 我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中指 –自己最終的決定
Middle Finger – Your own final decision

羅 12:2 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
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
為 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羅 12:3 我憑著所賜
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
的，要照著 神所分給
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
合乎中道。



Unity of the Body by Ligament

弗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弗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
（筋，肌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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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aments肌腱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
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
麼。

手指
手掌
手臂
身體
頭





如何能得合一? 

- 從 “一”裡得合一

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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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