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lk In 

以弗所 Ephesians 4:2-16 



以弗所 Ephesians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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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 Ephesians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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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升上高天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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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 

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
充滿萬有的。） 



以弗所 Ephesians 4:2-16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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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 Ephesians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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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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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uman body's cells, tissues, 

organs,and systems work together in 

remarkable harmony. Actions as 

simple as eating a piece of fruit 

involve numerous systems in complex 

coordination, whether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impulses traveling up to 

248 mph, or the muscular system, 

with contracting and relaxation of 

人體奇妙的和諧功能 
Amazing Harmonious Functions of the Human Body 



some of the body's 600 muscles, or 

the endocrine system, involving 

hormones produced by glands in one 

part of the body that affect select cells 

with the correct receptors i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Should one organ or 
system of the body falter in 
performing its function, the entire 
body is affected.” Quoted from New 

World Encyclopedia 

人體奇妙的和諧功能 



一.合一的真理 The Truth of Unity (Oneness) 

 1 = 1   One = One 



一.合一的真理 The Truth of Unity (Oneness) 

 2 1 Two One 



1.靈裡的合一 Unity of the Spirit 

一.合一的真理 The Truth of Unity (Oneness) 

以弗所 Eph. 4:3  

用和平彼此聯
絡、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
為一的心 



一.合一的真理 The Truth of Unity (Oneness) 

2.合一的根基 Foundation of the Unity, Eph. 4:4-6 

（1） 

（2） （3） （4） 

（5） 
（6） （7） 



一.合一的真理 The Truth of Unity (Oneness) 

2.合一的根基 Foundation of the Unity, Eph. 4:4-6 

(1)一個身體 One Body 

(3)一個指望 One hope 

(2)一個聖靈 One Spirit 

(4)一主 One Lord 

(5)一信 One Faith 

(6)一洗 One Baptism 

(7)一神 One God and Father 



How to Endeavor to Keep the Unity (弗Eph. 4:7-16) 

雅各 James 4:10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 

1.謙卑 Humility 

務要在主面前自
卑、主就必叫你
們升高。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2.溫柔 Gentleness (Meekness)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3.忍耐 Patience (好脾氣 Long tempered,長期 

                      忍耐 Longsuffering) 
林前 1 Corinthians 13:4  

愛是恆久忍耐 

加拉太 Galatians 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
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4.正確的心思意念 Have a right mind 

 以基督的心為心：願意倒空自己 
Christ mindedness: willing to empty Himself 

腓利比 Phil. 2:5-8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
為人的樣式．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4.正確的心思意念 Have a right mind 

 以基督的心為心：願意到空自己 

腓利比 Phil. 2:5-8  

8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4.正確的心思意念 Have a right mind 
 降卑自己：看別人比自己強 

Lowly mindedness: willing to esteem others better  
than ourselves 

腓利比 Phil. 2:3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
榮耀．只要存心
謙卑、各人看別
人比自己強。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4.正確的心思意念 Have a right mind 

 意念相同：愛心相同 Like-mindedness:  

                            one-mindedness having the same love 

腓利比 Phil. 2: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有一樣
的心思、有一樣的
意念、使我的喜樂
可以滿足。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5.建立緊密連結的關係 
Establish a knitted relationship 

 參加小組 Enter a cell group 

 留在小組    Remain in the cell group 

 與小組一起成長  Grow with the cell group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6.願意成為隊員 Willing to be a player 

以弗所 Eph. 4:11-12  

11 祂所賜的有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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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6.願意成為隊員 Willing to be a player 

 被造就 Be trained 

 不再是小孩   No longer a child 

 一起參與 Willing to participate 

 使用主給你的恩賜   Use the gifts Jesus has 

 成為成熟的信徒 Become a mature believer 

 一起達到在基督裡的豐滿 

given to you 

Together to reach to the fullness of Christ 



二.如何竭力保守合一(弗Eph. 4:7-16) 

7.在愛中行 Do all in love 

以弗所 Eph. 4:2b  

用愛心互相寬容、 

以弗所 Eph.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
話、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以弗所 Eph. 4:16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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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一為耶穌 Unity for Jesus 

約翰 John 17:20-23  

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
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
信我的人祈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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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一為耶穌 Unity for Jesus 
約翰 John 17:20-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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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
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
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