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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Ephes ians 4 :1-16 

A ser mon preached by Ian Gar ret t  

 

 

前段时间，我们采访了一个人他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就

像今晚一样。他说，最初把他吸引到耶稣面前的原因，是他在

纽卡斯尔大学基督教联盟1的经历。他说：“它和其它大学社团

完全不一样。” 

“我发现其它社团基本上只是一些相似人群的小集团，除

非你和他们一样，不然就无法融入他们。” 

“相比而言，基督教联盟与众不同的令人不解(这是他的原

话)。有那么多来自各种背景的各类人群，理论上不可能和睦相

处。但他们确实相处得很和睦。而且，那是唯一一个让我得到

接纳和友谊的地方。这让我自问：‘他们有什么是我所没有

的？’” 

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教团体和教会的愿景。正是我们跟世

界的不同之处，让那些跟我们擦肩而过的人想要一探究竟，让

他们自问：“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拥有，而我没有的？”近而他

们自己也想要拥有。 

但教会不都是这样的，对不对？让我来读一封我前段时间

收到的信： 

我在教会长大，童年的经历非常美好。但是随着我的成

                                                
1Christian Union,简称CU.是英国大学基督徒学生的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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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我却因为一些事情而产生越来越多的挣扎，例如不正

直、闲言碎语、和一些领袖狭隘的思想。我尽力参与更

多，试着以正面的态度影响教会，但却徒劳无功。我便离

开这个教会，尝试了无数其他的教会，但却始终觉得自己

是个局外人。 

我再也没有固定的去任何一个教会，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

意义。无论教导多有帮助,我不断看到无法实践自己教导的

人，高高在上的制度，以及那些冷淡、排外的会众。 

我没有完全放弃教会，是由于一些遥远的记忆，真正的团

契是存在并且非常重要的。 

但我觉得我已经不再相信教会了。 

对此，你会说什么？你敢说：“来试试我们的教会吗？” 

这就是我们今晚门徒系列的主题：教会。请把圣经翻到第

1175页，我们会看到以弗所书第4章。你也可以在礼拜单张的后

面看到讲道大纲。 

以弗所书是关于教会的圣经书卷。如果用足球的术语来

说，这卷书分为两场。上半场是神对教会的愿景。下半场劝勉

我们活出这样的愿景。我们今天讲的是下半场，从中场休息开

始。 

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这是使徒保罗因传讲耶稣被囚

时写的： 

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

恩相称。 

从整个篇章来看，提到的是“你们”，不只是你个人(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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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基督徒不只是你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信我的，我信我

的)。而“你们”是指教会。 

第1节“蒙召”的意思是你在福音里听到的呼召:接受耶稣为

主，接受他对你的宽恕，并在你的生命中给耶稣他应当的位

置。保罗刚刚在第1到3章讲述了神对已经这样做了的人的愿

景。 

现在每件事都有一个“愿景声明”，是不是？我最近开车

去KwikFit2，看到一张海报上写着，“我们的愿景是让顾客百分百

的开心。”我的愿景只是两个新轮胎，不过只要不用额外付

钱，能得到开心也不错。 

而商界的“愿景声明”是你头脑中对将来的蓝图，例如，

10年后的发展。 

回到以弗所书第1章，如果我们相信耶稣，那么来看保罗对

我们将来的愿景。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保罗在第10节描绘了

神对宇宙的经营计划： 

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

一。(1:10) 

所以这个计划是：耶稣会再来，将那些回应了他的呼召接

受他是主的人，与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分开。那些回应了他呼

召并接受了他的人将要去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在

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和睦相处，因为他

们终于能够完美的和主耶稣同住。这就是永恒的未来。 

                                                
2 在英国城镇提供机动车维护检修的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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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在以弗所书里也对现在的教会提出了他的愿景，

即使我们身在天堂的这一边，与完美相差甚远。所以请翻到以

弗所书第3章第10节：  

10[神]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

般的智慧。11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

定的旨意。(3:10-11) 

保罗在后面解释了“执政的、掌权的”是魔鬼和他的爪

牙。保罗描述了一幅图景：他们俯视这个世界，他们成功的迷

惑我们，让我们背离神。他们欣喜的看着所有的战争、离婚

率、工作场合中的摩擦和家庭中的纷争。但是他们惊恐的看到

这些称为“教会”的一组组人群，这一群最不可能凑在一起的

人，竟然可以和睦相处。于是他们意识到，他们扰乱破坏宇宙

的计划，被一个更高的智慧打败了。 

因此，神对每一个地方教会的旨意是，让人们从教会瞥见

在第1章里讲到的那永恒的未来。我们现在就像是一间样板房，

让人能看出将来最终房子落成后的样子。让人们思索：“我也

想住在那里。有什么是他们拥有，而我没有的？”这就是保罗

劝勉我们要行出来的。 

那么，回到第4章。我用两个标题归纳我的讲章。第1个

是： 

1、保守和平 (第1到6节) 

看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 

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平彼此联

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2到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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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主耶稣，用他的圣灵，使我和你都相

信他，那么他就在你我之间创造了一个连结和联系，这比任何

其他的连结或联系，不论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婚姻或者甚至

是一位纽卡斯尔足球联队季票持有者，都要来得深刻和持久。 

而且他还说：竭力去保守这份和平，为这个属灵家庭的关

系努力。这确实是需要努力，因为当我们将其运用在我们自己

身上，对JPC3的团结与和平产生威胁的主要有两样。 

一个是我。 

另一个就是你们。 

因为尽管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并且有一天我们会像第1章所

说的，在主耶稣里活出完美的生命，但现在我们还是完全以自

我为中心的。所以如果可以顺着我们自己的意的话，我们每个

人都对教会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次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对

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希望其他人都能看清事实，并同意

我们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一些事情感到懊恼。我们每个

人都是不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有罪的。 

而保罗在第2节里提出了保守和平的处方： 

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第2节) 

“谦虚”，指的是不看重自己。如果你的安排是自私的，

把它丢掉。学习放下“我希望事情是如何的”这种想法，改为

“什么是对所有的人最好的？” 

下一个，“温柔”。这个词的本意是“不要反应过度”。

它的前提是有某些事情让我们产生反应，比如别人让你失望、

                                                
3 Jesmond Parish Church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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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中惹恼了你或是不公正的对待了你。而且我爱这个事实：

教会就是会如此，在天堂的这一边我们与完美相差甚远。我之

前读的那封电子邮件，我觉得发件者的问题是他在找寻一个不

存在的教会。请允许我这么说，有两种状况我们最有可能做不

到“温柔”：一是当我们提出批评的时候，二是当我们受到批

评的时候。所以请特别小心。 

接下来又说，“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举个例子，我记得曾经有个在各个教会之间漂荡的学生过

来和我说：“我想告诉你，我终于决定留在JPC了。”他说：

“尽管这里的崇拜方式和音乐我并不习惯，但是我知道我听了

这里的教导后有成长，而且我也可以带朋友来，所以那些不那

么重要的事情，我决定就凑和了。” 

这就是第2节的意思。 

然后第3节又说： 

3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3

节) 

借用婚礼仪式上的话：“神结合的，人不可分开。”因为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分党结派，或者更广泛地来说，如果基督徒

们因为次要的因素毫无必要的分成许多不同的教会，那么这个

世界就会看着我们，说：“原来他们和我们没有两样。” 

所以第1到3节其实是在说，加入并且归属于一个教会是需

要努力的。比如说，CYFA4的成员要比我们其他人更多的接触音

乐和传媒文化，所以你们要努力去容忍JPC在这方面的落后。对

                                                
4 CYFA是JPC面向青少年的主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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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来说，你们要努力跳出学生的圈子，加入一个不是为18

到21岁人群设计的活动。有些学生觉得很难做到，有人曾对我

说，“我已经加入CU了，为什么还要为教会操心呢？”但是圣

经的观点是一名基督徒应该要扎根在一个地方教会，一个拥有

各个年龄层的基督的肢体。这是必须的。然后你是否参与CU、

Christians in Sport5或是Agape6, 这些是可选的。CU的目的不是复制或

取代教会，而是要创造更多的机会，在校园里分享福音，有些

是地方教会做不到的。 

对于国际人士来说，你们要忍受的是教会的人邀请你们去

他们家里品尝英国的食物。(顺便一提，如果你没听出来的话，

我这样讲是暗示你们邀请国际学生或本地学生去你家用餐)。还

有韩国的信徒要努力在小组里和日本的信徒相处。或是中国大

陆的信徒要努力和台湾的信徒相处。 

所以，保罗说“保守和平”。然后他又提醒我们彼此之间

有很多的相同点，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请看第4节： 

4身体只有一个[耶稣的身体，教会]，圣灵只有一个[如果你

是信徒的话，圣灵是在你心里工作、使你相信的那位]，正

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在第1章提到的永生的把握，这

就我们的指望，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会在一起度过永

生，所以不如现在就开始学习如何相处”。第5节]。5一

主，一信[这指的是基督徒信仰的教义，关于耶稣和十字架

的拯救的基要真理。所以，这并非为了合一牺牲真理，为

                                                
5 Christians in Sport是一个旨在把福音带进体育运动领域的基督教组织。 
6 Agape是一个主要以校园为工作对象、传福音的基督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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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一牺牲一切。这是在基要真理上的合一，并就次要因

素上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洗［我们今晚看到的，罪被

洗净的向外的标志］，6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

上，贯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间。(第4到6节) 

这是在说，请记住：如果我们是信徒，我们相同点远胜于

相异点。所以让我们保守和平。然后保罗告诉了我们的第2个重

点是： 

 

2、建立肢体 (第7到16节) 

因此神在第1章的最终目标是：所有世世代代的信徒将最终

在主耶稣之下完美地生活在一起。而神现在的计划是每一个地

方教会都向这个最终目标发展与成长。所以我们来看第7节： 

7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意思是，

主耶稣给了我们能力和历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教

会做出贡献。] 8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

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9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

在地下吗？10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对基督教讯息的中心事件的提醒。子神

从天上降下，道成肉身，成为耶稣。他为我们的宽恕而死。之

后他复活，回到天堂父的身边去。自从那以后他的旨意就是，

在第10节末，“要充满万有”。也就是说，使他的权柄充满万

有，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他的权柄之下，并且使他的权柄深入人

们的生命，不论是个体的生命还是集体的生命。 

他计划去怎样做呢？那就继续看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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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3直等到我

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

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12到13节) 

因此首先，他所赐的有使徒和先知。回顾第3章，保罗解释

说他们是耶稣的最初的目击者，再加上其他的伙伴，给了我们

现在的新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完整的圣经。旧约是预表

耶稣的到来；而新约则包括了一切让我们如何和耶稣建立关

系，并为他而活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和释经式圣经的

教导，还有小组的查经班、以圣经为基础的福音课程如基督教

探索7，是我们事工的核心。 

继续读第11节，他所赐的有传福音的、牧师(字面的意思是

牧羊人)和教师。传福音(分享福音)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但是

布道者有特别的能力领导我们传福音，就如Graham Daniels，他几

周前来过这里。然后是牧师和教师，这些是领导教会的人，为

教会计划、组织、管理和训导等等，并且遵照圣经来教导教

会。 

但不是说专业人士包办教会的一切事务，其他人只是观看

第11节中使徒的职份，第12节： 

12为要成全[意思是“装备”]圣徒，各尽其职[或是“事

工”，本是同一个字。] 

因此教会工作人员的任务，不是去帮你完成所有的事工，

而是装备你，让你完成你应该做的事工。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

                                                
7 Christianity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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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找到合适的服事职位，觉得自己不被需要，请允许我： 

第一：道歉，我们还没有尽力帮助你。 

第二：请一定来和任何一位教会工作人员谈一谈。 

第三：我们需要你！ 

记住第7节中所说“我们各人蒙恩”，这表示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有所贡献。而且它所指的不光是那些正式的角色，比如小

组长或是音乐组的一员等。你将要为主做的某些最重要的工

作，其实都不是非常正式的工作。例如，把“在主日崇拜后跟

新面孔攀谈”一事，视为要务。或是像是打电话或是拜访小组

成员，因为他们不小心说出最近过得不太好。我现在是以教导

圣经的事工为主，但我从未忘记有一次病得极其严重，有个教

会的家庭把我接到家里足足照顾了我一个月。(这是我结婚前的

事情，免得你奇怪为什么Tess把我丢给别人照顾。)当我看到那

个家庭好客的程度，我才了解到有很多台面下、没有被提到的

事工，其实需要人做。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人在台面上帮忙唱

歌，所以现在报名加入唱诗班，一起唱圣诞颂歌，还来得及。 

在第13节，神的目的要我们透过各样事工，在我们心里动

工： 

13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

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在第11节里“传福音的”是提醒我们，神会带来人数

上的成长。但是第13节提到的是他动工让我们成熟，不只是个

人的成熟，而是整体的成熟，并可以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

量”，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反映出主耶稣品格，用一个字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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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就是爱。这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人在CU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要用两点总结讲道： 

首先，让自己得到装备。用各样机会装备自己，在礼拜日

或是其他地方学习圣经。如果你是学生，不要错过在礼拜一午

餐时间举办的The Bible Talks，或是在礼拜二Focus8课程之前，接受

传福音训练的装备。不论你是谁，请使用我们给组长准备的培

训，如果我们有什么缺失之处，也请你们不吝提出。 

而另一点是：努力工作造就别人。我们看第14到16节作为

结束。 

14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

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15惟用爱

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6全身都靠他联络

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

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而我们对第15和16节的具体实践方式，是加入小组，可以

是Home Group9、Focus或是GCF10等等。因为你们可以在那里真的以

实际的方式彼此帮助，活出圣经对我们生命的期望。这也是你

们可以融入彼此生活的实际方式，分享彼此欢乐和低潮的时

光，并分享彼此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因为想要学习基督之爱的

唯一方式，就是跟人更为亲近。 

 

                                                
8 Focus是JPC英国学生的团契和查经小组。 
9 Home Group是JPC隔周三晚上面向所有人的团契和查经小组。 
10 GCF是Globe Christian Fellowship的简称，是JPC留学生的团契和查经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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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JPC的愿景，就是在神的掌权之下，教会下一代的人数

可以成长到五千人，并能够设立另外五千人的植堂。不过那样

的愿景，或是向这样遥远的愿景靠拢，一定需要我们活出神的

话语，才能成就。 

所以让我们起身唱歌作为结束，也同时鼓励彼此朝这个方

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