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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多元的共同體
我們藉著基督，不但與神和好，也要彼此和好。
因為雖是個人得救，卻同屬一個身體，這個身體是以基督為元首。

講員簡介
加拿大多倫多萬民教會 (The Peoples Church) 主任牧師，多倫多丁
道爾大學榮譽神學博士，經常受邀至各地講道，足跡遍及世界五大
洲 80 個國家。《活潑真道》Living Truth 為一小時的電視講道節目，
每週於加拿大、美國、英國、歐洲、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圭
亞那、韓國和日本等各國播出。傳遞永恒活潑真道，深入淺出的解
經，幫助人更認識神，進而活出屬神的生命，與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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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四章 1-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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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督徒的生命要有行動力，
不 只 是 表 明 一 種 立 場。
許多基督徒勇於表達對
各種議題的立場，卻從來不曾跨
出腳步向前，只知道表明立場的
基督徒無法成長。
約翰藍儂有首燴炙人口的歌《想
像》，描述大同世界的景象，不
再有國家和宗教的區隔，不再為
名利爭得你死我活，不再把任何
東西據為己有。副歌歌詞：
你可能認為我在作夢，
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夢，
希望有一天你也一起作夢，
讓世界不再有彼此。
這是個崇高的願景，感覺有點
不切實際，想像一個 没 有天堂，
也 没 有地獄的地方，雖然有著相

12 好消息

2018 / 6 No. 282

當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但合一
的世界卻是神賜的夢；是神起初
創造人類，將人類放在世上的用
意。創世記三章記載人類墮落後，
產生了隔閡，創世記十一章的巴
別塔事件更導致人類在語言上產
生分歧，從此各走各的路。
神造亞當時，亞當只是個體，
但創造夏娃時就不一樣，已形成
社會共同體，不再是單獨的個人，
因此，接下來的墮落也不只是亞
當和夏娃這兩人，而是整個社會
共同體的墮落。
羅馬書描述了人類如何遠離神，
成為可怒之子，又在基督裡與神
和好。以弗所書則闡示墮落的社
會要先與神和好，再彼此和好，
形成新的社會共同體，就是新約
所稱的教會。

當時，在以弗所的這個教會，
就某些方面而言相當脆弱，因此
保羅才會鼓勵他們，要以和平來
彼此聯絡，並且竭力保守聖靈所
賜合而為一的心 ( 四 3) 。要達成
靈裡的合一，就需要努力，使原
本有隔閡的人，先與神和好，再
與人和好，形成一個新的身體 ( 共
同體 )，在靈裡有新的合一。

共同體的合一 ( 弗四 1-6)
合一不是夢想或可望不可及的
目標，對在基督裡的人而言，這
是個既成的事實 (3 節 )，合一並不
需要重新建立，而是聖靈聯合所
產生的本質。每個屬基督的人都
有同一位聖靈內住，祂使我們合
而為一，我們的責任是竭力維護，
因為一定有許多事導致我們失去
合一。
保羅在 4-6 節解釋合一的本質，
他一共講到七個「一」：一個身
體是指教會 (4 節 )，聖經稱之為
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
聖靈是教會的生命，我們是肢體，
這位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讓我們
同被建造 (4 節 )。所有人由同一位
聖靈內住 (4 節 )，教會由同一位主
掌權 (5 節 )，藉著同一個信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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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節 )，相信主耶穌的救贖大工。
洗禮只有一個 (5 節 )，雖然經文
中提到了水洗與靈洗，其實水洗
也是靈洗，只是藉由外在表達我
們藉此與基督聯合。只有一位超
乎眾人之上，關乎眾人之中的神 (6
節 )。
這裡的合一不是屬於結構性的，
而是靈裡的合一。有些人認為，
光是合一還不夠，基督的教會也
要制式化。不只要內在的合一，
還要外表的一致；不只要屬靈的合
一，也要結構的合一。例如有人
說自己是福音派，就有人會補充
「我是保守福音教派」，另一個
人可能加上「我是忠於聖經保守
福音教派」，接著變成「改革宗，
忠於聖經保守福音教派」，就算看
到「靈恩改革宗，忠於聖經保守
福音派基督徒」也不足為奇。這
樣疊床架屋，結果名稱愈來愈長，
教會的範圍卻不斷縮小，小到只
剩少數幾人合乎標準。還聽說有
教會的看板這麼寫：「本教會是
前千禧年一次被提，成人洗欽定
本保守福音改革浸信會，歡迎有
志一同的人加入」。在這個教會，
我相信每週聚會可能只有幾個人，

這種過度突顯差異的情況，更容
易造成區隔，把自我中心的小團
體，當成美好的合一，但這樣的
制式化非但無法合一，反而會破
壞原本基督身體在靈裡的合一。
耶穌在禱告中指出合一的本質：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使他們
都 合 而 為 一， 正 如 你 父 在 我 裡
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
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
來。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
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
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裡面，你
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
而 為 一， 叫 世 人 知 道 你 差 了 我
來。」( 約十七 20-23) 這是一篇
值得研讀與學習的禱告，因為合
一的本質，就是我們與基督合一，
如同祂以人的身份，與天父合一，
順服並倚靠天父，活出天父的生
命。看到耶穌的作為，就等於看
到天父的作為，因為天父就住在
耶穌裡面。
所謂的合一不是指組織一個團
體，而是活出與耶穌之間健全正
確的關係。有些基本教義是公認
的，包括神的本質、十字架救贖
的大工、聖靈恢復我們屬神的形

象等等。但是對於非核心的信念，
我們採取比較自由的作法，像羅馬
書十四章有人認為基督徒只能吃
素，有人認為可以吃肉，只要各
人在神面前，按照自己的良心去
做，不要自以為是，也不要因此
論斷別人。因為「有人看這日比
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
保羅強調重點是要在神面前，
本著無虧的良心來做。這些議題
都與救恩無關，並非基本議題，
在這些非核心信念上，我們可以
有自己的自由，但也要尊重別人
不同的觀點，並在所有信念中都
展現出慈愛。就像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十三章，就提到若有先知講
道之能，甚至具備各樣知識和全
備的信心，但沒有愛，就算不得
甚麼。
我們有神的靈內住，藉由基督
結合成一個身體，透過聖靈，活
在一位主之下，展現同一信仰，
領受同一洗。只要這些成立，就
算有意見不同時，我們仍屬同一
身體。我和師母生了三個子女，
我們有相同的姓氏，因為他們遺
傳了我們的 DNA，這不是基於特
定主觀條件，這個親子關係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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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命客觀的事實。親子之間可
能會有歧見，甚至發生衝突，就
算我們分隔兩地，或廿年 没 講過
一句話，我們仍是一家人，在基
督裡也是如此。
一旦我們與基督聯合，就成為
祂的身體。在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的合一原則下，如果 没 有活出神
的旨意，也 没 有讓耶穌在生命中
作主，我們不只自掃門前雪，更
損毀了基督寶貴的身體。只要是
神的兒女，就是在基督裡的弟兄
姐妹，同屬一個身體，連於同一
位主。表面的制式化並非主裡的
合一，只是一群人有相同的想法、
穿 著、 外 表， 這 是「 假 合 一 」，
是在扼殺個人色彩和創新的思維，
讓一個團體變得封閉，缺少包容
性，拒人於門外。遵守制式化的
傳統，雖可以省去許多麻煩，卻
讓大家墨守成規，讓外人覺得格
格不入。
當教會合一，講求的是外表、
想法、行為一致，用相同版本聖
經，注重相同細節，在堅持表面
合一的過程中，通常會將其他信
徒拒於門外。保羅告訴我們既然
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
相稱，強調的是「行」這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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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修訂版聖經說，行事為人要
活出神的呼召。基督徒的生命是
行出來，向前邁進的過程，不只
是表明立場而已。
要如何與蒙召的恩相稱？「凡

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
相寬容」( 四 2) 這四種人際關係
的特質，能使我們所行的與蒙召
的恩相稱，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
合一。
1. 完全的謙虛。謙虛是對自己的
態度，而非貶抑自己，是體認
到自己的一切皆來自神的恩典、
憐憫、良善，真正的謙虛是，
承認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2. 溫柔。這是對別人的態度，在
與人相處時，不論是否贊同或
喜歡對方，都要有溫柔的態度。
3. 忍耐。忍耐是對環境的態度，
當然也牽涉到人，我們常遇到
事與願違的情況，但有同一位
聖靈內住，所以有充分理由該
忍受逆境。因為主的旨意成全，
通常不在順境，而是透過逆境。
4. 用愛心互相寬容。人與人的想
處並不容易，我們必須互相寬
容，用愛包容彼此。除此之外，
還要透過和睦的方式，認真竭
力保守聖靈裡的合一。

保羅說要在這幾方面行出來，
讓自己的謙虛、溫柔、耐心、愛
心與日俱增。你不會以為「我現
在總算很謙虛了」，因為真正謙
虛的人，不會說自己很謙虛，這
是個試金石。真正謙虛的人對驕
傲有很敏銳的嗅覺，因為驕傲會
找機會，讓你功虧一簣，正如聖
潔的人緊緊追隨神，他們只知全
力以赴對抗罪惡，他們的敬虔是
別人看出來的，謙虛也是這樣。
這四方面的品格會與日俱增，卻
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保羅強調要透過和睦的方式，
認真竭力保守聖靈裡的合一，因
為只有一個身體、一個聖靈、一
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就是眾人的父。行事為人當與蒙
召的恩相稱，並且謙虛、溫柔、
忍耐、相愛，倘若發生不合一的
情況，要檢視第 2 節的四個特質，
問問自己在這事上是否展現謙虛、
溫柔、耐心、愛心？是否竭力保
守聖靈裡的合一？用審慎的態度
面對容易引起紛爭的事。

共同體的多元化 ( 弗四 7-13)
第 7 節有個承先啟後的轉折，
切入另一個重點。強調我們個人蒙
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
賜。在群體中，每個人擔任不同的
角色，保羅在此話鋒一轉，將合
一擺在一旁，焦點回到個人身上。
他告訴我們，恩典是主賜給每個
人的，蒙恩的希臘文是「charis」，
意思是得到恩典，表示這是從別
人得來的禮物。雖然行事為人應
力求合一，恩賜卻是基督量給個
人的 (7、8、11 節 )。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到十四
章，提到恩賜是聖靈隨己意分賜
各人，稱為「屬靈恩賜」或「聖
靈恩賜」，但在以弗所書四章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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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恩賜是基督賜下的，8 到 10 節
提到這位升上高天的基督，祂擄
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同時講到主降世是為了釋放被擄
的人，透過祂被釘十字架與被埋
葬，讓我們的罪得贖，使我們從
罪的權勢下得自由。在祂藉復活
的大能升天時，釋放我們從罪的
俘虜，變成耶穌基督的俘虜，救
我們脫離罪的綑綁，在祂升天時
成為祂愛的俘虜。
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得到進天
堂的門票，接著隨自己的意思過
日子，進天堂前再潔淨就 没 事。
當我們從罪的俘虜成為祂的俘虜，
祂就得以在我們的生命中發號施
令，同時也賜給各人恩賜，讓我
們發揮功能，有能力活出祂的旨
意與計畫，成為祂在世界上的身
體，祂有權指示你如何過生活，
這是福音在基督徒生命的本質，
不是附帶條件 ( 林前六 19-20)。
我們成為聖靈的居所，就不再
屬於自己，因我們是耶穌用重價
買贖的，理應活出基督的樣式，
這不是給神恩惠，而是將屬神的
交回給祂。
我們的一切不但是祂所創造，
更是祂買贖回來，使我們能與祂
和好，並成為祂的肢體，各人得

到恩賜，發揮應有的功能。雖然
整個教會是合一的，但每個人卻
多元而有差異性，這樣的差異是
一種互補，來自神的呼召與裝備。
透過多元化，讓我們互相服事，
也讓彼此更加豐富；整體互相配搭
的效果，遠大於各自為政的群體。
屬靈恩賜的定義是，甲有的恩賜，
乙不見得有，我們需要彼此依賴，
你的強項正是我所欠缺的， 没 有
人把呼吸視為恩賜，每個人都會
呼吸，但恩賜卻是因人而異。
我們分別來到基督面前，竭力
與主合一。基督徒的生命本來就
不是孤軍奮戰，而是在生命共同
體中運作。以弗所書四章兩次提
到，成為基督的身體；哥林多前
書十二到十四章，也呼應這個說
法。
基督是這個身體的頭，祂不但
發號施令，也是維繫這個身體的
源頭；祂的靈是身體的生命，我
們每個人都是肢體。有個年輕牧
師對會眾說，你們有人像眼睛，
可以看到前面的事；有人像雙手
一樣實用靈巧；有人像心一樣充
滿了愛。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也指
出，手不能對腳說，我不需要你，
任何器官都不能說自己不需要另
一個器官，全身必須合一運作。

多年前我到德國南部，在康士
坦茲湖地區講道。有一天我獨自
到湖邊漫步，思考當天要講的信
息，有個突發狀況讓我串起身體
當時的反應。我的耳朶聽到約兩
百公尺外，從湖上傳來的聲音「救
命 啊！（ 咕 嘟、 咕 嘟 ）」， 耳 朶
接收到的信息傳到大腦，大腦要
求脖子轉動頭部，接著對眼睛說
「注意看」！我的眼睛就看過去，
大腦問眼睛「看到什麼」，眼睛
傳回信息「水面有一隻手臂」，
大腦迅速解讀「如果水面有一隻
手臂，底下可能連著一個身體，
如果只有手臂伸出水面，那頭部
就在水裡，表示這人溺水，才會
發出咕嘟咕嘟的聲音」。
於是大腦傳信息給雙腿「趕快
跑去救他」，所以我拔腿狂奔，
還好有人比我先趕到。我之所以
能反應，是因為全身合一運作。
倘若雙腿回應「我們才不想把自
己弄溼」這當然行不通。我們如
果真的希望，基督的福音影響城
市和社會，不能光靠少數人或有
某些恩賜的人，所有人都應該對
這事認真。
我們已經是主的俘虜，如果 没
有這樣的認知，我就成為悖逆的
叛徒。身為主的俘虜，主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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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當我們找出自己的恩賜時，
也許這恩賜並不亮眼，只是用來
協助別人工作更有果效，但因為
是一體，不論我們有什麼恩賜，
都應該要在合一裡運作。如果一
隻腿斷了，我還可以拄著枴杖；
一隻手斷了，也還有另一隻手；
少了一隻眼睛，我可以用另一眼
看。雖然兩眼看不見還能活得下
去，但這樣並非健康的身體，無
法全功能運作。
這段經文最大的挑戰，就是全
身如何運作與合一的重要，這樣
才能彼此建造，帶來基督長成的
身量。今日西方世界文化，很容
易陷入個人主義的思維，我們總
是會先問「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也會拿自己和別人比較，總希望
比別人傑出。但在主裡，我願順
服並倚靠主，與別人互相合作，
就算別人没注意到我，也無所謂，

因為凡事學習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寬容別人，成為我行事的
準則。還要竭力保守聖靈的合一，
因為身體只有一個，「一主、一
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讓整個身體在愛裡彼此建造，百
節各按各職。
我們不是問神「祢有事要我去
做嗎？」乃要問神「要做什麼事？
站在甚麼位置上？」 没 有這個本
事也 没 關係，在你裡面的基督會
給你力量，而且肢體也必須互相

依靠。所以當摩西說口才不好，
神說 没 關係，亞倫可以成為代言
人。因為他們擁有不同的恩賜，
所以能彼此互補。
我們在合一中運行，不是為了
個人的享樂，而是要讓所在地開
始體會信仰的真實，讓生命的改
變觸摸他們，進入他們的生命與
團體中，因為透過這樣的方式，
有許多人可以認識基督。神要所
有基督徒冒個險，接受神對你我
以及教會的呼召。

我們要在核心信念上合一，
在非核心信念上有自由。
一切信念皆本於慈愛，
才是健全的方式。

6/24 起，每週日 8：00《活潑真道》
查爾斯．普萊士牧師主講「在基督裡成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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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合一多元的共同體

7/1

如何建造教會

7/8

連於元首基督

7/15

脫去舊人

7/22

莫叫聖靈擔憂

7/29

愛與性

8/5

被聖靈充滿

8/12

婚姻中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