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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以弗所書四章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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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謙

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

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

主，一信，一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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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直接說吧，答案就是「神人合一」。 

    我們家的小朋友已經國二了，他都還沒有在想人生的問題，我想得比較

遠，在很久之前就已經在幫他想，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談這個問題。這陣子我

讀了一本真的覺得還不錯的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這

好像是蠻深沉、乏味的一本書，是吧？對。我就對他說：我問你一個問題，是

一本書名，然後你就直覺的回答我你的答案，好嗎？他說：OK。 

    「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啊？」他回答說：衡量是什麼？我說：人生就像一

件看得到的東西，你拿一個秤在秤它，有人的人生你覺得說好重、好值得，有

人的人生輕飄飄的。這樣子叫衡量，就是「量」的意思。他說：懂了。我說：

你的答案是什麼？他說：那一定要看他有沒有豪宅啊？他的意思是人生要用有

沒有豪宅來衡量。 

    我心裡有點納悶，在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好像是出自一個會計師小孩之口，

而不是一個牧師小孩之口，所以我說：你再給我另外一個答案，好不好？你如

何衡量你的人生？他想了一下，回答我說：那就要看他的豪宅裡面有沒有私人

的籃球場，回家可以直接打籃球，不用跟同學去搶場地。這是他現階段衡量人

生的一個標準。 

 

行事為人要與蒙召的恩相稱 

    今天的經文 1到 7節裡面，第 1節開始，保羅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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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實在問以弗所教會一個

深層的問題：你們如何衡量你們的基督徒生活？你們如何衡量你們已經成爲蒙

召聖徒的生活？ 

    他告訴他們，你們這麼來衡量吧。就像秤來衡量一樣，秤來衡量蒙召，行

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這個「稱」字，中文翻得不錯，稱跟秤字的原意

是一樣的，原文這個「稱」就是天秤在秤東西的這個秤。 



    保羅提醒以弗所人說，你要衡量你的基督徒生活，你要衡量你的生命。你

要衡量你蒙召的為人跟你蒙恩的行事是不是相平衡、相稱，這個秤的二邊是不

是平衡的，一邊是你蒙召的人生特質、性格、生命特色有沒有改變，你的為人

有沒有改變，這是 1到 6節告訴他們的蒙召為人的部分。 

    另外一邊是你蒙召的恩有沒有相稱你被神蒙召賜給你的這個恩典，這在 7

到 13節。就是你蒙了神的召，神會賜給你恩，而這個恩表現在你的恩賜上面

時，你有沒有活出來。你有沒有在行事、服事及在教會裡面真的活出來這個行

事的部分，叫做有沒有善用你的恩賜。很簡單的，二個衡量標準是你的行事為

人、你的蒙召、你的蒙恩有沒有相稱。 

 

蒙召的意義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想想、思考所謂的蒙召生活是如何，以弗所人是怎麼過

他們蒙召的生活，我們是怎麼過我們蒙召的生活。「蒙召」是什麼？保羅說「行

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我們所行的部分跟我們所是的部分，這個人是怎

樣的人，那個人做什麼樣的事，這是相配的，才不會違背了神呼召我們、我們

蒙召的原意。 

    簡單的說一句，就是神的恩典需要藉著一個基督徒的為人和生活行事將它

表現出來，從這看你的蒙召生活有沒有相稱。從舊約開始，神就在以色列中，

把他們從埃及召出來，這就是蒙召的生活的開始。 

    而「蒙召」的意義是說他們在這個世界上，但是卻從這個世界上把他們召

出來。教會的意義就是這樣，ecclesia，召出來，召出來的這群人組成的。從

哪裡召出來？從這個世界召出來；從哪裡召出來？從埃及把以色列人召出來。

要的是什麼呢？要的是以色列人的行事為人跟埃及人不一樣。同樣為人，可是

你的為人、行事法則以及目標都跟世界不一樣，這叫蒙召。目標就是要讓你的

生活跟你蒙召之後所活出來的行事不一樣。 

蒙召後生命特質的轉變 

    第 2節、第 3節講到的一點是蒙召後，你如何表現出你蒙召了？你如何回

答你是蒙召的？蒙召要有生命的改變，蒙召後生命特質的展現跟以前還沒被召

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那麼有哪幾種轉變呢？接下來的幾樣特色──謙虛、溫柔、忍耐、愛心、

和平，這五個重要的性格轉變開始，你日經月久，有點像一瓶非常貴重的真哪

噠香膏，或者是你喜歡的也許是香奈兒 number 5，也或者是哪一種香水，那裡

面大概有五種基調，慢慢的、慢慢的展現出來，你走到哪裡，別人都會感覺好

舒服！ 

    這個散發出來的這個味道，散發出哪幾種基調呢？這幾種是謙虛，溫柔、

忍耐、愛心、和平。神希望你蒙召之後的生活是鋪上這一個這麼棒的真哪噠香

膏，能夠讓這個世界聞出來。 

 

一、謙虛 

    謙虛是什麼意思？希臘文裡面，很特別的，希臘文化裡面標榜的人生良好



的特質從來沒有這幾樣東西，這幾樣東西完全是我們基督教文化裡面慢慢展現

出來，從基督的生命裡面淬煉出來的。 

    當時的希臘、羅馬文化強調什麼？他們說人生的四大美德是智慧、勇敢、

公義、節制，都是非常陽性、剛猛的。一個人要有智慧、要有勇敢、要有公

義，看到不公義的事情，你就用你的勇敢和智慧去剷除、撻伐它。唯一能夠跟

你的勇氣、智慧，唯一能夠讓你自己不斷發展出來且去控制、改變這個世界的

唯一一個比較平衡的力量叫做節制，但節制這個部分跟我們所講的謙虛、溫

柔、忍耐、寬容、和平差很遠。 

    「謙虛」這個字在希臘文裡面，就是非常卑下、低劣的字眼，居然被主耶

穌基督用了，變成我們基督教非常首要的一個特色。希臘文裡面「謙卑」、「謙

卑」這個字代表的是下賤、自卑、奴隸、畏縮以及卑劣的意思。你要用謙虛這

個字，是嗎？我們卻把它放在我們的信仰、基督教蒙召文化裡面的頭一個。 

    我們的謙虛來自哪裡？來自於把我們的生命跟主耶穌基督的生命的比較，

主耶穌基督祂比我們謙卑多少呢？謙卑的人不是只有在表面上表現出好像自己

彬彬有禮，很有禮貌、很有 EQ，講話很好聽，從不得罪人，然後每次就一直在

貶損自己，一直講自己多麼不會。這個叫謙卑嗎？不是！ 

    真正的謙卑是看到自己在神面前就是個卑劣、低下的罪人，不管別人怎麼

稱讚你，你知道你心裡最黑暗的那一塊在哪裡，你知道當初你是多麼的不堪，

今天蒙了拯救，今天蒙到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你才能進步這一點點，你知道你

自己的身分，這個叫作謙卑。 

    當你知道你自己謙卑之後，就真正的不會再去輕視別人的卑下，因為你沒

有比他好到哪裡去。他可能比較不會隱藏而已，你藏的比他好；他可能比較不

會講話，你講得比他好聽；他可能不會掩飾，你掩飾得太好了，但卑下程度，

他不見得比你卑下。到神面前來的人，才會懂得自己的謙卑。 

 

二、溫柔 

    「溫柔」這個字在希臘文裡面是經過訓練的畜生。狗經過訓練，就乖乖坐

在那邊，連尾巴都不會搖；驢子經過訓練，就乖乖的跟著主人走，牠不會跟你

吐口水，也不會賴著不走。所有的動物經過良好的訓練，就能夠好好的被控

制。 

    一個溫柔的人被什麼控制？不是被你自己控制，你自己跟畜生沒什麼差

別，以你的本性來講，你只是掩飾得比較好。你稱為人，但你的獸性和罪性很

可能只是比那個動物聰明而已，你沒有辦法靠自己來控制你的本性。控制的好

的溫柔是什麼？是讓神的聖靈來控制、帶領你，在神的聖靈裡面受過良好訓練

的品格叫做溫柔。 

    溫柔跟什麼連在一起？主耶穌基督講祂自己說，「我心裡柔和謙卑（太十一

29）」。溫柔、謙卑，原來前面的謙卑跟溫柔是連在一起的。我們通常想溫柔是

跟軟弱連在一起，而希臘人則認為是跟「卑下」連在一起的。不！主耶穌基督

講祂的溫柔跟祂的謙卑是連在一起的，祂的溫柔不是跟軟弱連在一起。看看祂

走向十字架時候的堅忍、勇敢，沒有人比祂溫柔、沒有人比祂剛強，走上了那

條受難的路。 



    亞里斯多德對溫柔下的定義是什麼？他說：我避開「溫柔的人不是永遠不

生氣，也不是永遠在生氣」的這兩個極端，它的中間就是該生氣的時候要生

氣，這叫做溫柔。這還蠻合 EQ的精神，他不是叫你壓抑。想想這句話的解釋非

常有道理。 

    主耶穌基督是如何處理祂自己的情緒和溫柔呢？你看過主耶穌基督生氣、

罵人嗎？你看過主耶穌基督閉口不言嗎？有一個重點是你不是為自己的利益而

生氣，你見到其他人糟蹋神的憐憫、公義或欺負其他人的時候，那個時候你來

生氣，意思是主耶穌基督到聖殿裡面，把人家做買賣的那些攤位全部把它推翻

掉的時候。祂是為什麼？因為猶太人欺負外邦人。 

    那一塊本來應該是外邦人禱告的殿，外邦人進不去聖殿，只能在外面那一

塊禱告。連這專門給外邦人禱告的殿，你們都不讓他進來，竟然拿來做買賣的

地方。這豈不是萬民禱告的殿嗎？外邦人連禱告的機會都沒有的時候，主耶穌

基督生氣了，把所有的攤位全部翻掉。 

    另外主耶穌基督在安息日，見到法利賽人看到一個快死掉的人，居然完全

不救他，而且還不准別人救他的時候，主耶穌基督生氣了，怒目看著這些法利

賽人：律法重要，還是生命重要？牛、驢你們都覺得重要的時候，為什麼人命

不重要？這時候主耶穌基督生氣了。 

    當主耶穌基督受審，被人家打耳光、被人鞭打、被人釘上十字架時，祂有

沒有ㄞ過一聲？祂有沒有為自己辯屈？祂夠不夠溫柔？各位，不會為自己的利

益跟傷害而生氣的人是溫柔的人。 

 

三、忍耐 

    忍耐是什麼？忍耐是面臨不幸或受到他人傷害的時候，不輕易採取反制、

報復行動的心。新約裡面保羅解釋得很好，他時常把神對人的耐心做忍耐來解

釋。在羅馬書第二章第 4節、第九章 22節，提摩太前書第一章 16節，彼得前

書第三章 20節，彼得後書第三章 15節，保羅講到耶穌對他的忍耐，彼得講到

神在挪亞的時代忍耐的等候。 

    彼得前書第三章 15節裡面說「我主長久忍耐是為」我們「得救的因由。」

如果有一天有個機會讓你來當神，有神的性格、公義和聖潔，讓你從神的眼光

跟性格來看看世界的時候，當你看到這個世界的景況，你會不會非常火大說：

這個世界美好的次序被這些罪人搞得亂七八糟，這個世界本來神維持的公義被

這些自私自利的人搞得亂七八糟的時候，你會不會想要把這個世界毀滅掉？你

我都非常有可能乾脆就把這個世界毀滅掉，這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當神的原

因，因為我們當不了，我們的忍耐沒有辦法像神這麼大。 

 

四、寬容 

    寬容的愛是什麼？愛心裡面的寬容。寬容的愛也是屬於神非常、非常重要

的品性之一，羅馬書第二章 4節說，「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

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神的寬容、忍耐都是在等一件事情，都是不

斷在積、不斷在積，不斷在忍耐，一直不斷的給你機會，等著你的性格改變。

祂比我們有耐心，祂比我們寬容。當我們瞭解真正的寬容是來自於神更深厚的



愛做基礎的時候，才有辦法寬容、忍耐和愛。 

    各位弟兄姊妹，當你真正體會到神那寬容的愛的時候，你對人才有辦法產

生寬容跟愛，特別是這些寬容跟愛真的反照到你自己的情況，你發現原來你以

前的所行所是，一直做到現在、能夠活到現在，都是神的恩典，不然你早就被

雷劈了。以你自己的標準來講，很可能你早就已經不在了吧！？ 

    基督徒的愛不只是一種感情的愛，它也是一種堅強意志的愛，真的愛需要

堅強的意志。愛哪一些人？愛不可愛的人，愛不能去愛的人，愛那些不愛我的

人，愛那些我根本不喜歡的人，愛那些甚至傷害過我的人，這真的太難了！ 

    我們對這些人都要保持一個善意，當他有困難、遭難的時候，我們還要非

常的勉強自己為那個人的好處設想，不能臨門一腳、落井下石，不能在那個趁

你病、我就要你命的這種情況下，我就做下去，這個絕對不是基督徒的品格。

這是從神學習來的。 

 

五、和平 

    「用和平彼此來聯絡」的意思是什麼？另外一個譯本翻譯的是用和平的繩

子來竭力綑紮聖靈所賜合一的心。把所有的美德捆起來，把人捆起來，是要用

和平的心來把它捆起來，叫做聯絡，「用和平的心來聯絡」其實是綁住的意思。 

 

用愛心聯絡全德，進入合一 

    「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歌羅西書第三章 14節。在這幾樣特質裡面很重

要的是出於愛，一定是從愛而發展出來的和平才有辦法讓我們承繼其它的特

性。這是出於哪裡？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一直讓我們能夠用愛的力量保持下去，

就是保持自己在合一的裡面，與神合一之後，我們才有辦法與人合一，出於聖

靈的「一」裡面，我們才有辦法。 

    神建立普世教會的心意，就是在許多不同的弟兄姊妹、許多不同的地點，

許多不同的種族、許多不同的文化等等，建立一個普世的教會，裡面有太多、

太多的不同，但是裡面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教會的特色都是「與神合一」，這樣

我們才有辦法在教會裡面與人合一。 

 

合一中若有不同，則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在這合一裡面有看到不同嗎？有。在歌羅西書第三章 12─14節裡面，

除了我們在講的這幾個特性以外，保羅在同樣坐監的時候，寫信給歌羅西教

會、也寫信給以弗所教會，書信裡面很多強調的重點、特色是一樣的，但是也

有不一樣的地方。 

    保羅針對以弗所教會、歌羅西教會不同的問題提醒他們，重點不同，除了

基礎蒙召的特色是謙虛、溫柔、忍耐以外，他特別對歌羅西教會說你要憐憫、

你要恩慈、你要饒恕，這個在以弗所教會裡面好像沒看到。為什麼？想想看，

也許很多的特色、很多的教會呈現不同的文化和問題，這是需要不同特質的大

家一起來努力的。 



    還記得腓利門嗎？腓利門是歌羅西教會裡面的重要同工，他有一個奴隸阿

尼西母跑掉了，之後阿尼西母在羅馬遇見保羅。保羅勸腓利門，你這個主人要

接受阿尼西母回去，你要接受一個逃犯、一個死刑犯。在當時逃跑的奴隸只有

死路一條，你不但要我接他回去，還要叫我當作沒事。這需要什麼？需要憐

憫、恩慈和饒恕。全部算在主耶穌基督身上了，好嗎？這是保羅勸腓利門的。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想想剛才的這瓶香水好了，這些特質我們承受得了

嗎？想想我們以前的特質、汗臭和體臭，這瓶香水能夠幫我遮蓋到嗎？洗得乾

淨嗎？想想你信主以前，你的生命像什麼？也許是一塊非常剛硬的鋼板，你常

常自以為是、常常堅持，但沒人可以勸你說這是錯誤的堅持。 

    別人常常踢到鋼板受傷，但你自己一點傷痕都沒有，有一天蒙召以後，你

原本這個鋼材的質料沒有變，但是慢慢的經過聖靈的啟迪和帶領，經過神的耐

心，你現在已經變成了鋼質的彈簧人了。你有更多的彈性和柔軟度，你的個性

變得更像基督；你有更多的謙虛、溫柔、忍耐、寬容，你的特色越來越明顯，

你為人生的人際以及教會憑添更多的和平氣氛。 

    你有感覺嗎？旁邊的人有感覺嗎？這改變是從哪裡來了？我不知道，但是

我只知道這是對的，繼續保持下去，旁人因你而得到了和平。保羅說一個人是

否真正的蒙召，要看你這幾項特色是不是隨著時間，從原本的這個鋼鐵人，後

來你現在已經變成了彈簧人。這就對了！ 

 

合一始於神，看重的是生命的合一 

    能夠讓你的生命開始有蒙召生命的這些特色，在教會裡面開始改變人、開

始改變自己，這個開始的是從第 3節下，到第 6節裡面講的「七合一」。到底是

七，還是一？是七和一，還是七合一？到底是七、還是一呢？想想看好了。 

    一顆鑽石晶瑩剔透，我們舉例它有七個切面，當然好像單數切面這麼少的

不多。你從不同的切面去看它的時候，同樣一顆鑽石，它有不同的光彩和亮光

出現，但卻是一樣的璀璨、漂亮。合一也是從這裡開始。 

    在第 3節下，到第 6節裡面講的這個「合一」，總共中文的「一」出現了七

次。怎麼分類呢？有三次指向神的不同位格，有四次指向關乎我們救恩的層

面，意思是這一個像寶石般寶貴、璀璨的合一，從不同面向你去看這個「一」，

你看到了什麼？在這裡面主要成分的一個是救贖、一個是神，神的合一帶來你

的救贖，就在這七個合一裡面。 

    聖靈保守所賜合一的心，更直接的翻譯是聖靈的合一，原來這合一是從

神、從聖靈開始的，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文化、族群，或者是不同的思想和背

景，你都能夠在這合一裡面，跟大家成為神眼中珍貴的教會的一體，你們是一

起被召出來成爲教會的，這是神的眼光在看的。所以我們看到的、瞭解的合

一，是生命的合一，是教會的合一，不是組織的合一。 

    影響教會合一的是心與靈與生命的影響，而不是組織、制度或是宗派不

同。聖經的合一教導是指生命與神合一，而不是組織教導教會或者是宗派的合

一，意思是這一些都在合一裡面，可以有其他的宗派、其他不同的層面，也有

其他的族群，但是我們在主裡面是合一的，這是可能發生的。 

 



合一的七個層面 

    第 4節、第 5節裡面，繼續在延續講所謂的合一有七個層面，這七個層面

從哪裡看出來？第一個「合一」是什麼？是一個身體。這「合一」是什麼？是

一個聖靈；這「合一」是什麼？是一個指望，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一、身體只有一個 

    所有的這個合一，一開始告訴我們的是一個身體，這一個身體指的是什

麼？是教會裡面誰的身體？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指的就是教會，為什麼

基督常稱教會是祂的身體？在教會裡面，祂是頭，我們是其他的肢體。這個是

保羅時常用各種方式不斷的在提醒我們，教會從不同的層面來形容的話，身體

是一個。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就是指著這個教會之一，這個身體是主耶穌基督的

身體。 

    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 12節說，基督是一個身體，有許多的肢體，有很多的

手和腳；雖然身體有許多的肢體，到底還是一個身體，意思是不管你有幾隻

手、幾隻腳，不管你有多少肢體，你還是一個身體，意思是連在這一個身體上

面的所有肢體都成爲一個完整的身體。 

 

二、一位聖靈 

    保羅在第二章 18節裡面說，我們是同有一位聖靈，藉著同一位聖靈來到父

的面前。 

 

三、一個指望 

    再來提到一個指望，這指望的層面就很多了，彼得說「藉耶穌基督從死裡

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指望。」（彼前一 3─4）。約翰在約翰壹書

三章 2節裡面講到指望，他說「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

體。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另外從各處來的指望指出說我們有永生的指望，提多書第三章 7節，彼得

前書第一章 13節提到基督的再來，天上的基業；彼得前書第一章 3─4節講到

將來的復活、身體的改變、新天新地、還有榮耀的獎賞等等，全部都在這個指

望裡面。信徒的指望會有很多不同層面的指望，但是仍然是在主耶穌基督再來

的這個指望裡面，包含教會的等待，在末後整個教會迎接大榮耀的時候，我們

這個指望就能夠成就。 

 

四、一主 

    這「一主」指的是主耶穌基督。 

 

五、一信 

    這「一信」是信靠基督的同樣一個舉動，這是基督徒的信仰，是基督身體



的道理，是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猶太書第 3節裡面說，在這裡面我們領

受同樣一個真道，不管是外邦人、猶太人或是其它各民族的人，都在這裡面有

一個信靠真道的態度，到主面前領受唯一救恩的道路，這一個是我們的「一

信」。 

 

六、一洗 

    「一洗」指的是可見話語的外顯證據，就是「洗禮」，「禮」就是可見話語

的外顯形式。早期的教會為了要讓外邦人有一個公開認信的機會，洗禮成為非

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公開的形式。那個時候還沒有網路，也沒有那麼多錄影的

東西，要怎麼向世界和自己宣告我已經歸入主耶穌基督，加入教會了，就是在

眾人面前參與洗禮。 

    這洗禮現在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在初代教會，要是你被人家舉報了，那時

候教會還不是像現在這麼自由，在迫害的時候，誰洗禮，誰就準備倒楣了，你

敢嗎？洗禮也是一個公開宣誓的舉動，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 13節說，我們「都

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共同有一位主，用信心跟

洗禮與祂產生連結。意思就是我們的信心在裡面，洗禮在外面，在這彰顯出來

我們跟神的合一。 

 

七、一神 

    這「一神」呢？用下面的幾個介詞來形容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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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簡潔的用三個很漂亮的

介詞 evpi、dia跟 evn，在什麼之上、在什麼之中、在什麼之內的介詞，就把

這位神顯現出來了。 

    神在眾人之上，evpi指的是超越眾人之上，父的超越，祂的高高在上，統

領、掌管我們，支配所有宇宙的一切，祂是在最上面的，你根本觸及不到祂，

但是 dia「貫乎眾人之中」，是指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居然能夠到我們中間

來，在眾人之中施予祂的看顧、引導，還有祂的救贖。 

    「貫乎」這個字，就像是把每一顆珠子串起來的這條線。這個「貫乎」串

起不同民族的肢體、不同民族的教會，串起不同地方的教會、不同文化的肢體

等等，全部都把它串起來，成為一串珍珠，成爲一串合一的生命，神人合一，

從父領受了永生的生命，神的靈串在我們中間，生命有一個看不見的神把我們

串起來。 

    「住在眾人之內」。主耶穌基督上去之後，保惠師下來，現在我們跟神同在

的是藉著聖靈。聖靈在哪裡？聖靈就住在眾人之中，祂在我們裡面行感動的

事，祂在我們裡面行大能的事，祂在我們裡面加給我們大力，祂在裡面引導我

們的生命，藉著個別生命的引領，把我們引到整個教會一起合一的異象裡面，

這就成了神的殿，遍布在全世界各處。 

    藉著聖靈的殿，我們的身體，把我們跟神的殿整個串連起來，都在眾人之

父之內合一起來了，這是合一產生的一個整個面向，有了這合一，我們才有呼

召，我們才有生命的改變，我們才有行事為人跟外界不一樣的舉動出來，全部

都在聖靈的合一裡面產生。 



持守「神人合一」燈臺長明不滅 

    回到歌羅西教會，有憐憫的問題，主內的奴隸逃跑了；以弗所教會有猶太

人、外邦人彼此隔閡，產生不合一的問題。各位，不只這二個教會有問題，我

們看到啟示錄第一到第三章裡面提到的七間教會──以弗所、士每拿、別迦

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這七個教會，每一個教會都面臨不

同的問題。 

    別迦摩教會有接受假教師教導的問題，推雅推喇教會有拜淫亂、偶像的問

題，撒狄教會有門徒們搞不清楚偽善、教導的問題，老底嘉教會更是有不冷不

熱的問題。聖靈就在不同的教會孜孜不倦的一一指明，幫助每間教會克服問

題，邁向成長、茁壯。 

    其中的以弗所教會更是到後來，在約翰時代產生新的問題。現在保羅所寫

的這個隔閡的問題，過了二十幾年以後，使徒約翰臨終之前，以弗所教會出現

新的問題。啟示錄裡面第一個提到的教會，就是以弗所教會。「然而有一件事我

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啟二 4）。又有新的問題。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就

是有愛心的事情，「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去，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

去。」（啟二 5）。好嚴重喔！詳細他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真的不是很清

楚，可是我們可以明白的一點，就是從古到今列了這麼多的教會，沒有一間教

會叫做完美的教會。放心啦，沒有！安慰嗎？還蠻安慰的。 

    在神面前能夠不受到任何的指責，這是不可能的！每間教會都有因它個別

的文化、傳統、族群、觀點或差異，而形成各種層出不窮、大大小小的問題，

而有些問題破壞力蠻大的，有些問題破壞力比較小，至於你判斷這些問題大小

的衡量標準在於哪裡？在於教會是不是能夠克服萬難，把握住一個原則，握緊

「神人合一」這一個金燈臺。 

    神人合一，眾人同心抵抗，哪怕是環境外來的狂風、暴雨，我們要守住這

個燈臺的燈火長明不滅，努力唷！對內，我們則是要衡量眾人是不是常保合

一，彼此相顧、相惜，共同勸勉行善，保守這個燈臺在我們中間長明不滅，不

要被奪去。 

    我們一直要守到主耶穌基督領著白馬大軍，在一個勝利的黎明到臨的那個

時刻。榮耀的勝利大軍來到的那個黎明，全球各地凡屬神的眾教會、肢體，你

都可以清楚的聽到空中的廣播說「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的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啟二 7） 

    親愛的弟兄姊妹，到那個時候，我們就一起進到主耶穌基督祂那裡去，我

們與祂、祂與我們一同坐席。這個真實的盼望支持我們在座每一個時代每一位

聖徒信心充滿、靈裡喜樂的度過在世的每一天。願主賜福各位！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天父，祢是我們主耶穌基督和平之君的父，求祢施恩，賜予平安、幫

助與慈愛給祢的眾僕人、祢羊群中的羊群，使我們在平安與慈愛的連結中聯

合，使我們心中儆醒，而紛爭導致的分裂危險，都時時儆醒。求祢除去我們中

間一切的偏見與憎恨，以及阻礙我們屬靈的合一跟和諧，因為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正如我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

我們眾人的父，以致我們有同一的心靈，在真理與和平裡連結為聖潔的一群，

同有愛與信，一心一口的榮耀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