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三課第三十三課

一-三章 教會真理 ─ 教會藍圖

四-六章 按照藍圖建造教會

不是要一個建築物、偉大的事工，是建立人

基督徒的德行基督徒的德行
以弗所書四-六9

─ 在愛中彼此建立

因為我們在基督裡面，所以基督在我們裡面有能力、有影響力

基督徒的生活

神的恩典、計畫、奧秘、旨意顯明

保羅禱告幫助我們明白、進入真理

因此─

可以活出耶穌榮美的生命

身分 二6
「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行事為人和立場 六14
「要站穩了」

在基督裡擁有產業 在基督裡擁有生命

基督徒在天上的身分 基督徒在世上的言行

基督徒在基督裡面的地位 基督在基督徒裡面

神在永恆中為教會擬定的計劃 教導信徒按神的旨意在地上生活

領受這一切 言行反應出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以弗所書 一-三 教義 以弗所書 四-六 實踐

分為五個段落，關鍵字做為開始 ─「所以」或「行事」

一. 四10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二. 四17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的說，你們行事…
四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

三. 五10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

五20 憑愛心行事

四. 五7 所以你們…
五. 五15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一段論述之後帶來一個結論 ─ 所以應有怎樣的行事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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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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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9 （既說升上，豈
不是先降在地下嗎？ 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1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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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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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裡合一‧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教會合一生活的目標和基礎



‧聖靈裡合一‧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目標：彼此表現出基督的愛

教會達到這個目標，是透過每個肢體

善用所領受的恩賜 11-12

在真理、知識上逐漸成熟 14-16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一13

1-60 合一的基礎：奠基於聖靈所帶來合一的心、

耶穌所成全的救贖

7-16 一體而多元：裝備聖徒發揮恩賜，承擔聖工，

一起來建立健全、成熟、成長的教會

強調教會的合一 ─ 耶穌的身體是合一的

‧聖靈裡合一‧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合一的規限？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四3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四13

信徒合一的見證需注意那些品德？

四2-3 謙虛、溫柔、忍耐、愛心、和平

合一的基礎是什麼？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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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教會的合一 ─ 耶穌的身體是合一的

‧聖靈裡合一‧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生活、行為上，成熟與合一的關連？四13-16

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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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一的基礎上，我們有什麼合一、愛的表現？

要有棄舊更新的行為，有所棄絕、新的學習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17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的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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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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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26 生氣卻
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8 從前偷竊的，不要
再偷；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29 污穢的言語一
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30 不要叫神的聖
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31 一切苦毒、惱恨、
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聖靈裡合一‧不要像外邦人‧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聖靈裡合一‧不要像外邦人‧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勸戒信徒不要像外邦人行事虛妄

積極地勉勵他們要有更新的行為表現 四17-32

警告提防屬世的行為 四17-24 ─ 以弗所大環境

要將心志改換一新、穿上新人 四20-24

明白神藉著基督所成就的事，

足以帶來生命的改變。

既然在裡面有基督所賜的新生命，

便應自覺地撇棄從前的思想方式，

代之以「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聖靈裡合一‧不要像外邦人‧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四24 ─ 原則

四25-32 應有的行為、生活

積極的：說真話、控制怒氣、不偷竊、勤奮作工、

分享、言語潔淨、互相造就、順服聖靈

消極的：除去苛刻、惱怒、暴戾、嚷鬧、毀謗、

避免淫亂、淫詞妄語的問題

這些行為和態度都是舊有的生活習慣和方式，

要棄絕而學習新的，

這不是神對屬神子民所期望的生活表現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1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2 也要憑愛
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
物，獻與神。 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
提都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 4 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
宜；總要說感謝的話。 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
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有貪心
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6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因這些事，
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聖靈裡合一 ‧不要像外邦人‧憑愛心行事‧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聖靈裡合一 ‧不要像外邦人‧憑愛心行事‧在光明中行事 ‧行事如智慧人

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五1

「效法、榜樣」幫助我們看見：

我們裡面已經有神的生命、是神的兒女、蒙了慈愛，

可以憑愛心行事。

五3-6 愛與不道德的對比

教會內屬神的兒女

與在教會外的生活情境

要有所分別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7 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 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
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9 光明所結的
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10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
事。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 13 凡事受了
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14 所以主
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聖靈裡合一 ‧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在光明中行事‧行事如智慧人

目標：光明所結的果子

一切良善、公義、誠實，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16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
世代邪惡。 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
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
主。 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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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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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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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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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極大的奧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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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裡合一 ‧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行事如智慧人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六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
2-3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
的誡命。 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
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5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
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 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
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7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
人。 8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
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9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
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
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聖靈裡合一 ‧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行事如智慧人 ‧聖靈裡合一 ‧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行事如智慧人

幾個要點

五16 要愛惜光陰

抓住、善用、爭取每一個機會，

贖出時間，積極的為主而活、做光明的子女做光明的子女

五17 要明白主的旨意

若不明白，就像糊塗人一樣

藉啟示、禱告讓我們明白

五18 要被聖靈充滿

會影響每一個人際關係

不是靠自己努力，乃是聖靈的幫助



‧聖靈裡合一 ‧不要像外邦人 ‧憑愛心行事 ‧在光明中行事‧行事如智慧人

四17-32 要穿上新人 心志改換一新 脫去舊人

五1-2 要像蒙慈愛的兒女 效法神，憑愛心行事

五3-5 要合聖徒的體統 話語方面

五6-14 要像光明的子女 良善、公義、察驗 責備暗昧行為

五15-21 要像智慧的人
謹慎行事、愛惜光陰，

明白主的旨意，
被聖靈充滿

勿做糊塗人、
愚昧人，
不要醉酒

積極行為 消極方面

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引導我們活出一個光明的子女的生命

禱告禱告
我們今日成了何等人，

都是蒙了耶穌的恩才成的。

感謝你，

讓我們每天經歷你、認識你、

都行在光明當中，做你光明的子女。

經歷到你賜給我們愛，

使我們凡事可以憑愛心行事，

在合一當中，一起來建立耶穌的身體，滿有你的榮耀！

謝謝你使我們活在世上，來表明在我們裡面的耶穌。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四1-16 論到聖靈裏的合一，

這合一是以什麼來規限的？

五22-六9 各項人際關係能夠和諧的密訣是什麼？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四1-16 論到聖靈裏的合一，

這合一是以什麼來規限的？

五22-六9 各項人際關係能夠和諧的密訣是什麼？

四30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四13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五18 我們都要被聖靈充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