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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課】 

4:4-6 

七個告白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位，就像你們蒙召只是藉著一個盼望。 5 主只有一位，信

仰只有一個，洗禮只有一種； 6  神只有一位，就是萬有的父。他超越萬有，貫徹萬

有，並且在萬有之中。 

 這七個宣告，其中提到三一神的位格，信徒與三一神之間的關係，教會合一的基礎。 

新 和 呂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位， 

就像你們蒙召只是藉著一
個盼望。 

主只有一位， 

信仰只有一個， 

洗禮只有一種； 

神只有一位， 

就是萬有的父。他超
越萬有，貫徹萬有，
並且在萬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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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只有一個身體、 

一位聖靈， 

正如你們的蒙召也只憑着
一個指望而蒙召， 

只有一位主、 

一樣信仰、 

一樣洗禮、 

一位上帝、 

就是萬人的父、那超
越萬有、貫澈萬有、
在萬有之中的。 

 

 身體 就是教會，基督的身體，只有一個。 

o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1:23) 

o 在天圍繞基督的聚集，在地上的教會就是天上的實體的彰顯。 

 靠只有一位聖靈的内住，賦予活力的作爲 

o 地上教會的合一被明顯出來，帶來凝聚力。 

 行事爲人，是出於神的呼召的盼望，自創世以來的揀選， 

o 藉著福音的傳揚，在所信的人身上產生果效。 

 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個，洗禮只有一種； 

o 可能是傳統上，洗禮的誓詞。 

o 主，在舊約中，是耶和華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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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徒書信裏，用”主”作爲耶穌的頭銜。耶穌是那位以祂的權能統治充

滿宇宙的主，祂已經被賜給教會，作教會的頭。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

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1:23) 

 在新約中，林前 16:22 的一次用亞蘭文(主請來10[μαρὰν ἀθά] our Lord 

cometh or will come 主來了； 主來！) 

o 一個人信仰 的實質内容，猶 3 聖徒的信仰 (和：聖徒的真道)，就是相信基督的

行動或態度，是身體裏所有肢體共通的，共同的信，信只有的一位主。 

o 只有一位主耶穌基督，只有一個身體，只能藉著這一個洗， 

 與基督聯合，在基督耶穌裡成爲一體。 

 當你們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並不分猶太人或希臘

人，作奴僕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

體了 (加 3:27-28) 

 我們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作奴隸的，是自由的，都在那一位聖

靈裡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都飲了那一位聖靈。(林前 12:13) 

 神 只有一位 

o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申五:7) 

o 唯有我是耶和華；除我以外，並沒有拯救者。 (賽 43:11) 

o 萬有的父 

新 和 呂 

就是萬有的父。 

他超越萬有， 

貫徹萬有， 

並且在萬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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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萬人的父、 

那超越萬有、 

貫澈萬有、 

在萬有之中的。 

o 三重的歡呼：超越，貫徹，在萬有之中。 

o 同意義，萬物的神就是父的經文，參考：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是從他而來，我們也為了他而活。

我們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他而有的，我們也是藉著

他而有的。 (林前 8:6) 

                                                      
10 Maran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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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父，耶穌教我們禱告時，說我們在天上的父。在萬有/衆人之上、之中、之内，

祂的主權就被陳明為聖靈所賜的合一的基礎，爲要成就使萬有在基督裏的同歸

於一。教會的合一，是神的旨意。 

思考： 

這三節經文(4:4-6)，提到七個宣告，都是只有一個或一位或一種：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位，就像你們蒙召只是藉著 

一個盼望。 5  

主只有一位， 

信仰只有一個， 

洗禮只有一種； 6   

神只有一位，就是萬有的父。他超越萬有，貫徹萬有，並且在萬有之中。 

 這七個宣告當中，哪個是我曾經持自以爲是的己見，照成造成與人不合？ 

o 我自以爲是的己見，影響到教會的合一嗎？ 

o 我自以爲是的己見，造成基督的身體破碎嗎？ 

 前面所提到德行(謙虛、溫柔、忍耐、愛、和睦)，與這七個宣告， 

o 我在哪一個德行上，能特別被神使用，在教會的合一上？ 

o 我如何在這個德行上，被神使用，在教會合一上？ 

 

 

2.合一中的多樣性引致成熟 (4:7-16) 

我們各人蒙恩，是照著基督量給我們的恩賜。4:7 

所以他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許多俘虜，把賞賜給了人。」 

（「他升上」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嗎？那降下的，就是那

升到諸天之上的，為了要使他充滿萬有。）4:8-10 

他所賜的， 

有作使徒的， 

有作先知的， 

有作傳福音的， 

也有作牧養和教導的，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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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們眾人對 神的兒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 

可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長成的身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騙人的手段，給異教之風搖

撼，飄來飄去，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進，達到基督的身量。他是

教會的頭， 4:11-15 

全身靠著他， 

藉著每一個關節的支持， 

照著每部分的功用， 

配合聯繫起來， 

使身體漸漸長大大，在愛中建立自己。 4:16 

 進入强調「我們各人」，在這句的開始原文是：然後、但是、而 [δέ dé] but, 

moreover, and。講到基督將恩典賜給每一個個別的信徒。 

4:7 

 基督將恩典賜給祂的身體裏所有的肢體，以不同的度量、數量、尺度分賜給各人。這

一切都是這同一位聖靈所作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個別地分給各人。 (林前 12:11) 

 賜給每一個基督徒，爲了使整個身體得益處。 

4:8 

新 和 呂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許

多俘虜，把賞賜給了人。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

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他升上了高處，擄了無數的

俘虜，將贈品賜給人。 

 基督超越邪惡權勢的地位，勝過仇敵，引用的經文形容神勝利的實現。擄了俘虜/仇敵

就是那些權勢，基督的高升。 

o 引自詩篇 68:18 你升到高天的時候，擄了許多俘虜；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

人當中，接受了禮物，使耶和華 神可以與他們同住。參考詩 68:1-17 背景。 

 勝過邪惡勢力之後，將恩賜賞給人，回應上一節：賜給每一個基督徒 

o 量给我们的恩赐 (4:6)，爲了使整個身體得益處，使教會得到益處能夠興旺增

長。 

4:9-10 

（「他升上」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呢？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嗎？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

諸天之上的，為了要使他充滿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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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節連起來，是解释 4:8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許多俘虜，「把賞賜」「給了

人」。 

o 基督在成爲肉身時，降下到世上。爲了救贖我們的罪降到世上，勝過了仇敵。 

o 復活後，坐在天父的右邊。勝過所有的罪惡，上升以後，充滿萬有。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8 既然有人的樣子，就自甘

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9 因此 神把他升為至高，並且賜給他

超過萬名之上的名。 (腓 2:7-9) 

 

4:11 

他所賜的，有作使徒的，有作先知的，有作傳福音的，也有作牧養和教導的， 

 基督(他)將有恩賜的人，供應給教會。 

o 這些有恩賜的人：有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供應教會， 

o 爲了建立基督的身體(4:12)，並且避免錯謬的教導(4:14)。 

新 和 呂 

他所賜的， 

有作使徒的， 

有作先知的， 

有作傳福音的，也有作

牧養和教導的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 

他賜給人的、有的做使

徒，有的做神言傳講師，

有的做傳福音者，有的做

牧人做教師 

 

 這些列出來有恩賜的人，是服事神話語的人，福音透過他們被啓示、宣告、和教導。 

o 使徒 和先知，呼應 2:2011和 3:512，都説到他們作爲根基的角色，就是基督奧

秘之權威性的領受者和傳揚者。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在眾使徒的時候，以及之後，行使他們的職

分。在以弗所和以外的地方，福音是藉著像保羅等使徒一樣傳福音的

人，傳揚開來的。 

 到了保羅事奉的末期，牧師或牧者的詞匯，與監督和長老一并用來描述

教會的領袖。 

                                                      
11 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 

12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并没有让世人知道，不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了圣使徒和先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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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徒 20:17,2813，在這經文裏，長老是牧養群羊的監督。 

o 傳福音的，所從事的是傳講福音。在保羅的其他著作沒有提到他們，只有在提

後 4:5 勸勉提摩太，要作傳福音者的工作。在徒 21:8，稱腓利(見徒 6:3-6 那七

個的一個)為傳福音的。 

 身爲福音的傳揚者，傳福音的要繼續眾使徒的工作，可能包括周游各

地。但是在給提摩太的勸勉，作傳福音者的工作，是在固定教會中傳揚

福音。 

 所以其涵蓋的行動，是傳福音和建立教會，包括了深度和廣度上的成

長。 

o 牧養 (和：牧師，呂：牧人) 

 約 21:16 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πρόβατον próbaton]( 直接受格 複數 

中性)。羊是複數，指的是教會。 

 徒 20:28 牧養 神用自己的血所贖來的教會 

 彼前 5:2-3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的 神的羊群，按著 神的旨意看顧他

們。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不是因為貪財，而是出於熱誠； 3 

也不是要轄制託付你們的羊群，而是作他們的榜樣。 

 牧養/牧師的職責，與監督和長老相似，是藉著喂養和關懷會衆來行使他

們的職分。 

o 教導，在原文裏作牧養和教導的，用同一個定冠詞。意思是在一個教會裏，這

二個功能是緊密連結的，所有做牧養的，都做教導的工作，但是並不是所有的

教師，都做牧養的工作。 

 教導是對聖經經文的解釋和應用 

保羅和巴拿巴卻住在安提阿，跟許多別的人一同教導，傳講主的道。 

 (徒 15:35) 

你們要讓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心裡，以各樣的智慧，彼此教

導，互相勸戒，用詩章、聖詩、靈歌，懷著感恩的心歌頌 神。 

 (西 3:16) 

 保羅對提摩太的指示，也是同樣對我們。 

                                                      
13 徒 20:17 他從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請教會的長老來。  28 聖靈既然立你們為全群的監督，牧養 神用自己的血所贖來的教會，你們

就應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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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來以前，你要專心宣讀聖經、勸勉和教導。  你要謹慎自己，留心自

己的教訓。在這些事上要有恆心，因為你這樣作，不但能救自己，也能

救那些聽你的人。  (提前 4:13,16) 

又應當把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從我這裡聽見的，交託給那些又忠心又能

夠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 2:2) 

 所以，做教導的，不只是傳遞知識或新的思維方式，應該對衆人勉勵，

將聖經的教訓，活在日常生活中。 

 在新約裏其他有關恩賜的經文，是列出不同的恩賜14。 

4:12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 

 接著上一節開設的，基督將有恩賜的人，供應給教會。在這裏將裝備、承擔、建立的

目的顯明出。 

o 爲了要裝備 [καταρτισμός katartismós] perfecting 成全, complete 

furnishing, equipping 預備、裝備。聖徒，在前面已闡明是信徒，基督徒的

意思。 

o 承擔聖工 (和：各盡其職，呂：服役的事)，直譯是進入事奉的工作。也就是把

這些有恩賜的人，賜給教會，目的是建立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 

 

思考： 

主基督將有恩賜的人，供應給教會：有作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爲了建

立基督的身體 (4:11-12) 

 身爲基督徒，都有神所托付建立教會的責任。我建立教會的恩賜是什麽？ 

 

                                                      
14 羅 12:6-8 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說預言的，就應當照著信心的程度去說； 7 服事人的，就應當照著恩賜去

服事；教導的，就應當照著恩賜教導； 8 勸慰的，就應當照著恩賜勸慰；把財物分給人的要真誠；領導的要殷勤；行善的要樂意。 

林前 12:8-10, 28-30 有人藉著聖靈領受了智慧的言語，又有人靠著同一位聖靈領受了知識的言語， 9 又有人因著同一位聖靈領受了信

心，還有人因著這位聖靈領受了醫病的恩賜， 10 另有人可以行神蹟，另有人可以講道，另有人可以辨別諸靈，也有人能說各種的方

言，也有人能翻譯方言。   神在教會裡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神蹟的，再其次是有醫病恩賜

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各種方言的。 29 難道都是使徒嗎？都是先知嗎？都是教師嗎？都是行神蹟的嗎？ 30 都是有醫病恩賜的

嗎？都是說方言的嗎？都是翻譯方言的嗎？  彼前 4：10-11 你們要作 神各樣恩賜的好管家，各人照著所領受的恩賜彼此服事。 11 講

道的，應當按著 神的聖言講；服事的，應當按著 神所賜的力量服事，為要在一切事上，使 神藉耶穌基督得榮耀。榮耀、權能都

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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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5 

直到我們眾人對 神的兒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 

可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長成的身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騙人的手段，給異教之風搖撼，飄來飄去，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進，達到基督的身量。 

 衆人一起達到目標， 

o 所相信的内容，認識神的兒子都合一，都得知救恩旨意的奧秘。 

o 衆人可以一起的長大成人(直譯：成熟的人)，成熟 [τέλειος téleios] 

consummate human integrity and virtue, full grown, adult, of full age, 

mature 達到標準的，成全的，完全的； 長大，成熟，成年。 

o 達到的是全然的成熟，(呂：滿有基督的豐滿成年身材的量)。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以教會的豐滿，形容祂的百姓成長的成熟目標。 

 相反的，衆人不應該再作小孩子，停留或回到無知不成熟，不穩定的孩童階段。 

o 中了人的詭計和騙人的手段，西 2:20-22 為甚麼仍然好像活在世俗中一樣，拘

守那「不可摸、不可嘗、不可觸」的規條呢？（這一切東西，一經使用，就都

朽壞了。）這些規條是照著人的命令和教訓而定的， 

 這些錯謬的教導，異教的飄渺不定的謊言，相對著達到信仰和認識上的

合一。 

 因爲人先受了撒旦詭計的矇蔽及引誘(6:11 魔鬼的詭計)，轉而教導那些

未在真道上扎穩根基，不成熟的信徒。 

 

4:15 

新 和 呂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 

在各方面長進， 

達到基督的身量。 

他是教會的頭，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

進，連於元首基督， 

但我們總要以愛心持守眞

理，各方面長大、直到長成

了基督：基督就是元首。 

 相對著上一節的後面的飄渺不定(給異教之風搖撼，飄來飄去)，神的百姓，要在愛

中，傳揚真理而成長。 

 過誠實的生活，誠實的原意是真理，持守真理就是過誠實的生活。生活是口頭的見

證，在世俗希臘文裏，有說誠實話的意思。 



以弗所書 

  [47] Rev. Liu 2021 

過誠實的生活[ἀληθεύω alētheúō]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格 複數) to teach the truth; to 

profess the truth 成為真實的，宣講真理。 

o 基督徒見證福音真理的時候，不可跟假教師或試探人者所用的相同。當在愛中

説明這真理。 

 本卷書的前半部，以一個禱告為高峰，所求的是為收信人被建立在愛 裏，得以更認識

這神聖的愛的浩大。 

使基督藉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使你們既然在愛中扎根建基...並且知道他的

愛是超過人所能理解的，使你們被充滿，得著 神的一切豐盛。  (3:17,19) 

 後半部包括一系列愛的命令，都是以憑著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

己(5:2)。 

要憑著愛心行事，好像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己，當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獻給 

神。  (5:2) 

 

思考： 

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  (和：用愛心說誠實話；呂：以愛心持守眞理)  (4:15) 。是持守

真理，以合乎真理的生活，見證神的愛。 

 在不容易明白這句經文之前， 

 有沒有聽過別人誤用，拿這句經文作爲說氣話的開場？ 

 我現在明白了嗎？以後不再誤用”過誠實的生活”，說了反而沒有見證神的

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