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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是神的屬性，也是人的天性
Unity God’s attribute and man’s nature

• 三一真神
• 耶穌說：我與父原為一。（約 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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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7:22）

•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太 28:19）

UNITY



合一是神的屬性，也是人的天性
Unity God’s attribute and man’s nature

• 那人獨居不好
•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

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
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 2:7,18）

•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
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創 2:24-25）

UNITY



為何感到孤獨？
• 孤獨感是天生的，人人都會感到孤獨。如同飢餓感和乾渴

感，孤獨感的起因也是缺乏。缺食則飢，缺水則渴，缺少
與其他人類之間的連繫則感到孤獨。

• 神造人的時候用了地上的塵土，也用了靈，使人成為「既
屬土又屬靈」的活物。當時亞當住在伊甸園，又有百獸飛
禽相伴，他的狀況卻仍然不好。直到神取了他的骨與肉，
取了他的本質，另外造了一個同質的人類給他作伴，他的
狀況才好起來。



為何感到孤獨？
• 孤獨感，是無伴的亞當（人類）的感覺。伊甸園中有豐富

的飲食，亞當的饑渴很容易得到滿足，但卻忍受了較長時
期的孤獨。孤獨感是人類古老的、時常必須忍受的、不得
滿足就不會快樂的一種天性。

• 解決孤獨的方法是合一。



教會是天生合一 The church is born in unity

• 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 You are all one in Christ Jesus

•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你們受浸歸入
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
成為一了。（加 3:26-28）

•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浸，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林前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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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兩次的「成為一體」
• 聖經兩次講到成為一體，第一次是夫妻，第二次是教會：

1. 夫妻成為一體：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
成為一體。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2. 教會成為一體：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
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浸，成了一個身體，
飲於一位聖靈。

• 夫妻與教會，是人間唯一出自於神的創制（institute）。
國家、企業、社團都不是神的創制，唯有夫妻與教會才是。
這兩個創制都牽涉到合一。不是普通的合一，而是成為一
體完全的合一。



天生合一
• 合一是教會的本質，我們不是變為合一，而是天生合一。

正如每個身體天生就是一個和諧的單元，教會也是如此。
我們只需保守天生的合一，不需另外製造合一。

• 我們雖多，信的是同一位主，祝福的是同一個杯，領受的
是同一個餅。都從一位聖靈受浸，成為一個身體，飲於一
位聖靈。一主、一信、一浸、一神，同有一個指望，同為
一個身體。

• 天生的合一來自於神，製造的合一來自於人。我們僅需保
守神所賜的合一，無需另去製造人為的合一。人的合一短
暫脆弱，神的合一堅固常存。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 經文：使徒行傳 4:23-35

• 事由：彼得和約翰治好一位生來瘸腿的人，並為耶穌作
見證，有數千人信主，因此而驚動了當權者。當權者禁
止使徒，「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徒4:18)。

• 二人既被釋放，就到會友那裡去，把祭司長和長老
所說的話都告訴他們。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
高聲向神說：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
物的…(徒 4:23-24)

HOLINESS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個案研究 Case Study:

初期教會被禁止傳道之後的反應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1. 他們同心合意地祈禱：敬拜真神

2. 他們引用聖經的教導：教導聖經

3. 他們放膽講論神的道：傳揚基督

4. 他們一心一意在一起：信徒團契

HOLINESS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個案研究 Case Study:

初期教會被禁止傳道之後的反應



1.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傳揚基督
Striving to preserve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Proclaim Christ

• 放膽講論神的道，見證主耶穌復活
•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啊！你是造

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徒 4:24,31）

•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
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
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徒 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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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教導神的話語
Striving to preserve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each God’s Word

• 都教訓他們遵守
• 耶穌說：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他們都恆

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你們去站在
殿裡，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使徒聽了這話，天
將亮的時候就進殿裡去教訓人。(太 28:20;徒 2:42,5:20-21 )

•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
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 2:2)

UNITY



3.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信徒團契
Striving to preserve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Fellowship with the believers

•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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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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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敬拜真神
Striving to preserve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Worship God

• 各國、各族、各民、各方的敬拜
•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

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
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
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
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柄、大
力都歸與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啟 7:9-12）

UNITY



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教會合一的具體實踐
Practicing unity in the church

1. 基督是主 Christ is Lord

2. 榮耀歸神 Glory to God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
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
你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
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
關係。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