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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蒙召為聖 
                           The Church : Called to be Holy  

  以弗所書 4-5 Ephesians 4-5 

                    愛德華‧ 希理 牧師/博士 Rev. Edward Seely Ph.D. 

 雷恩 Amy Lay 譯 

 

1.  當我們思想教會的聖經基礎時，保羅致以弗所教會的信是關鍵文之一，第一世紀羅馬

帝國的時代，以弗所教會座落在西小亞細亞，也就是現代的土耳其。 

2. 神向我們呼召的性質，在使徒保羅寫給以弗所教會的書信第四和第五章，啟示得最完

全。 

a.  祂從世界將我們呼召出來，成為祂的教會服事祂，希臘文「呼召」這個字，是新

約聖經「教會」這個字的字跟。(以弗所書 1:18; 4:4; 5:27. 注意 ekklēsia這個

字 [希臘文新約聖經翻譯教會這個字的字意是：那些被召出來的] >ek [ 出來的

字首] + kalēō[ 動詞，召] ) ecclēsia  這個字也用在希臘譯本的舊約聖經[七十士

譯本] 稱那些被神分別為聖與祂立約的百姓。參看，如申命記 9:10; 18:16;詩篇

22:22;26:12;68:26;149;1;約珥書 2:16。在舊約聖經中用 ekklēsia這個字幾乎都

是翻譯希伯來字 qahal 約有一百次，集會或聚會之意。 

b.  我們行事為人要與蒙召的恩相稱。(4:1)我們要表露出以下的生命特質： 

1)  完全謙虛、溫柔(4:2) 

2) 忍耐(4:2) 

3)  用愛心互相寬容( 4:2; 哥林多前書 13:4-7) 

4)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 

a)  同一個基督的身體 

b)  同一個希望 

c)  一主、一信、一洗 

d)  一神和眾人的父 

1-  祂超乎眾人、貫乎眾人也住在眾人之內 

2-  祂是超乎眾人之上，我們在這裡有一節經節，證明聖經不像其它宗教教

導泛神論 
3.  因此我們能按照祂的呼召，好好服事神，基督給我們有一定的恩賜  

a.  這些恩賜是照著恩典所給的(4:7)我們白白得到這些恩賜 

b.  我們不都有相同的恩賜；有的人要做使徒、有些是傳福音的、有些是牧師或教師 

1)  我們用一點時間來思想你的呼召，和你蒙召做牧師和教師的恩賜。﹝暫停﹞真

是太好了，神祝福你，也祝福我，祂將我們從黑暗中召進光明，真的，祂召我

們進入世界的光，就是主耶穌基督，祂是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

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在祂的

腳下﹞…..神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就是祂的身

體……..」(以弗所書 1:21-23) 

2)  是不是這世界的光使你燒起來，迸發出強烈的慾望去傳基督的福音，同時以身

作則呢？你有沒有像先知耶利米那樣，對主話語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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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祂的話在我心中，似乎有燃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

不住，不能自禁。」(20:9) 

o Talk about burning life in ministry!(舉實例說明) 

 你已經感到不能自禁了嗎？火熱地想要回去告訴會友們，你蒙召去幫助

他們更像基督嗎？ 

  如果是這樣，在你衝向大門以前，再仔細思想一下，聖靈引導使徒保羅

向     

  以弗所以及其他教會，包括我們，所寫的書信 

c.  注意他所提到的這些恩賜一些很重要的方面 

1) 所有耶穌基督的信徒至少都會得到一樣恩賜。有些得到一串有相關目的的恩賜

(例如，尤其是牧師和教師，他們也有知識和智慧的恩賜) 

2)  恩賜都有同樣的需要，也是同樣重要的；沒有一樣恩賜是比別的更重要 

3)  神給恩賜的目的是 

a) 不是囤積或誇耀 

b) 而是裝備神的百姓去服事(希臘文: hagio, 聖徒，聖潔的人) 

c) 因此基督的身體被建立起來  

            d) 直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1.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a.   使我們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詭計 

b. 而是要用愛心說成實話，(哥林多前書 13:4-7),凡事長進，連於元首

基督 

i.  如以賽亞所說的：「他們要被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祂得

榮耀 

ii.    你們也可以讀我的網頁，www.fromacorntooak12.com 

  教會在基督裡成長的觀念，以橡子長成橡樹做為圖解(聖經

中的啟示文學以 12代表教會，如啟示錄﹝cf.第 7,章﹞) 

iii.  我們因愛的賜予，藉著認識真道，而長得像基督。真理沒有愛可能

有傷害或阻礙我們長成基督的身量 

iv.  這種在基督裡的成長，就是歷史悠久的基督教系統神學所謂的「成

聖」，(聖所﹝>拉丁文 sanctus, 聖潔﹞ 狄亞特老師在他的書「基

督教義的根基」，解釋得很清楚 

 

4.這種基督的身量像甚麼呢？ 

a.  首先我們來看，他不像甚麼？保羅繼續說：「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地說，你

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他們心地昏昧，(那裏沒有燃燒的光)與

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 

b.  那麼，甚麼是基督長成的身量？ 

 

1)  希臘文非常強調，保羅指出教會是非常不同的：「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

樣，你們被教要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http://www.fromacorntooak1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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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

(4:22-24) 

2)  這關鍵性的經節，不只催促我們，更堅持要我們活出、長出並向著神的聖潔發

展。這也是教會中基督教育工作關鍵性的聖經教導經節之一，像這樣，我們身

為神百姓的牧師或教師，有著極大的特權和責任，就要將神在這經節所啟示出

來的教導，不但以言語，還要以行為來教導他們 

  身為神的牧師和教師，我們一定要開始讓那些被我們引導的人，看見基督

聖潔的身量是甚麼；我們一定要以身作則 

o  ”如一位牧師所說的：「沒有人能以活在地下溝的生活，來吸引別人認

識基督。」 

  我聽過許多牧師說，他們一點也不喜歡「活在魚缸中 」。在那裏面無時無

刻被他們服事的會友、鄰居和許多別的人看著 

o  但我經常教導神學院或其他服事崗位的學生，要「珍惜魚缸」。神給我

們很好的機會，使用一個非常有力的教具來幫助別人學習：模範 

o 當我們和家人試著遵照神的話生活時，我們向別人顯明我們的信靠和順

服 

  當我們成功時，我們示範了它是怎麼做到的 

  不但我們做牧師和教師的，能有力地以身作則，就是我們的配

偶、家人也都能這麼做。今年二月，與我結婚四十八年半，寶貴

的妻子凱蘿 Carol 去世了。從我們服事的教會，我接到許多卡

片、電郵和其它的信件，告訴我(現在還有人繼續地說)他們從凱

蘿 Carol 身上學了許多人生的意義。他們也說到凱蘿 Carol 曾經

做了某些祝福他們的事情。在許多方面，她反而比我更使他們得

到幫助 

  當我們失敗時，我們就祈求赦免，那是一定會蒙垂聽的，同樣的，那

也是在主內操練的經驗，對大家都是寶貴的 

  許多牧師和他們的家人，擔心會做出錯事。那是為什麼有饒恕的

意義。而且，既然我們教導，「眾人都犯罪，都虧缺神的榮

耀。」(羅馬書 3:23)就沒有人期待我們是完全的。事實上，當別

人看見我們不完全，仍掙扎著更信靠順服主的時候，他們看見的

是最準確、真實、純正的事情， 

  再說，當我們和/或家人出錯時，我們有機會以言教或身教來讓他

們學習如何改正。眾人小心地看著我們，我們可以讓他們學習如

何解決問題或常見的生活挑戰。如果我們視人生如實驗室，在裡

面所遭遇的正、負經驗都可以用來作教導的時刻，示範以聖經的

原則來解決那些挑戰，這樣就能提供大家一個可行的模式，最有

效地將我們在課室和講台的教導實行出來。要將這種看法告訴我

們的配偶和孩子(們)，這樣能幫助他們不必擔心別人「整天都在

看著我們」→讓我們接受金魚缸吧，不要逃避它 

3)  那麼，神呼召我們要表露的生命，同時要幫助別人生命成長的，基督長成的聖

潔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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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要棄絕謊言，說誠實話(4:25) 

b) 生氣卻不要犯罪日落以前要息事(4:26) 

         c)不可給魔鬼留地步(4:27) 

         d)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努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4:28) 

e) 汙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4:29) 

         f)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祂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4:30) 

  我們在這裡有一句話證明聖靈是三位一體聖神中的一位，神格。因為如

那些對聖靈錯誤的解釋，那種沒有神格的力量，就沒有感情，也不能擔

憂 

         g)除去一切苦毒、惱恨、憤怒、嚷鬧、毀謗，並一切惡毒(4:31) 

         h)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理饒恕了你們一樣 

           (4:32) 

         i)要效法神(5:1) 

         j)要憑愛心行事，正如耶穌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5:2) 

         k)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

(5:3) 

  聖潔表示不平常，是為神的計畫而分別為聖。它牽涉到正義和道德上的

純潔。它是從不敬虔的世界分別出來的理念，是聖經學者所謂的中心主

題，是整個新、舊約的主題。那也是神學教義中「成聖」這個字的字

跟。(聖所﹝>拉丁文 sanctus, 聖潔﹞。一切不虔敬的都絕不能親近

神。 

  與神立約的百姓，被祂召出來成為祂的教會，是為了祂的計畫被召出

來。(記得 ekklēsia 這個字 [希臘文新約聖經教會這個字的字意是：

那些被召出來的]   

         l)淫辭、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5:4) 

         m)總要說感謝的話(5:4) 

         n)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神的國裡是無 

           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一樣(5:5) 

         o)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5:6) 

         p)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之子，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 

           切良善、公義、誠實。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5:8,9,10) 

         q)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5:11) 

1-  你為主燃燒的生命所發出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行為，對比出那些受你引

導的人，幫助他們選擇並在基督身量的聖潔上成長，以致在神的旨意中

有效用 

2-  神使用教會，也就是基督的身體，做為完成救贖祂的創造主要的工具 

3-  我們正參予在和撒但惡魔屬靈的征戰中，但不要懼怕他們，使徒約翰寫

著：「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翰一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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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最高統治者，撒但和惡魔只是墮落的天使。與神比起來，撒但不

過是一顆小花生。牠如鍊著的狗。牠在基督第一次來世界的時候，就

已被綁住了。(啟示錄 20:1)然而，人若自甘被騙，淪落在撒但鎖鍊

所能達到的情況下(如上述那些犯罪行為中)撒但就會是很可怕的。我

們被召來宣講這個事實，照亮並揭發撒但的詭計，幫助眾人選擇跟隨

基督，並在祂裡面成長，榮耀神，回應祂對我們崇高和聖潔的呼召，

去促成祂的旨意 

4-  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

(5:13,14) 

         r)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 

           惡(5:15,16) 

         s)不要做糊塗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  

           靈充滿。希臘原文和這些經文的背景，幫助我們了解被聖靈充滿是甚麼意思 

           (5:17,18) 

1- 「充滿」是個現代式的動詞，表示被聖靈充滿是不斷天天在發生的程序， 

             而不是只有一次偶然發生的事情 

2- 聖靈充滿是從使徒一再所描述的順服而來，也在平時的敬拜中發生，如 

                         接下來的經文勸勉我們要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合地讚美 

            主(5:19,20) 

3- 動詞「充滿」也是一種命令的語氣，是神命令我們的意思：要做這事。我

們要請祂來引導指示我們的人生 

4- 「充滿」也是一個被動式動詞，表示我們要被充滿：我們自己不充滿自

己，神不期望也不要求我們要自己去充滿，祂只指出我們這邊要請祂來指

示引導我們，這樣我們就能做出討祂喜悅的事，(為自己也為別人的好處)

在基督裡我們是最自由的，自由到可以請祂來監督並操縱我們的決定和行

為，使我們榮耀祂，祝福別人，而不是傷害別人(5:21) 

         t)保羅以一個很深奧的觀念來結束這一段，他說，我們：「凡事要奉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5:20)  

 弟兄姊妹 ，這是非常有力的操練，保羅說要包括在凡事上謝

恩。(如 腓立比書 4:6)我自己因為這麼做而大大蒙福 ，你

和你的會友也能這麼做。我給你們一個最近所領受的例子。 

1-  我每天為了愛妻的離去，有時還非常悲傷，眼淚流個不停。在這些

悲傷的時刻中，我發現唯一能從悲傷中把我拖出來的就是感謝神。

我感謝祂給我們 53年有特別的關係，48年半做為夫妻。我感謝祂,

珍貴的凱蘿 Carol 是我所能祈求，最好的妻子。我感謝祂凱蘿

Carol 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同工，是我孩子們的母親和祖母。我感謝

祂在凱蘿 Carol 罹患重病去世的前後，所給我無法勝數的幫助，現

在她已在樂園，在神的榮耀中，不再受痛苦了，我們還要再見面，

下次的見面是永永遠遠的，和我們的家人，和各國、各族、各民、

各方，神所有的百姓見面。(啟示錄 7:9), 隨後，我的靈興奮起來

了，立刻使我不再悲傷！神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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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將這答案給我一位朋友，他是我服事教會 37 年後，在大學教書時

的大學教授同事。他告訴我他正在寫的新書，第一章就談到感恩對

人類心裡所產生極大的作用。科學家發現，當一個人在表達感恩、

感謝的時候，頭腦的生化作用會轉變那個人的心理作用，包括人生

觀。這裡我們看見一個最新的例子，神的一般啟示(如羅馬書 1:19-

20 )包括實證科學 ，如何在祂的話語中顯明特殊啟示，如以弗所書

5:20 

 
3.現在你對自己的服事有何感受？你能像耶利米那樣感到火閉塞在你的骨中嗎？有這

種燃燒感要以言語和行為，向神呼召你，又給你恩賜，去帶領他們進入更聖潔、成聖

的會眾當中，教導他們基督的福音嗎？ 

a.  你還需要更多的動機嗎？還需要更多的火種來點燃你的火嗎？跟我再多想一下，

保羅在 4:32 節提到的 ─ 我們的饒恕 

b.  以前我常常帶領聖地及教會歷史教學團。當我們去到猶太大祭司該亞法的房子

時，在那裡，耶穌曾經忍受了一次逼害。當我走在進入房子的石階時，內心激動

到極點，腦中、心中被逐漸激醒的意識所感動，這些石頭正是最寶貴的救主的腳

曾經踏過，去忍受嚴厲的考問與折磨的石頭，為了使我和許多忠實的信徒能進入

父神的面前！當耶穌朝著審判和最後的受難，走在那些石頭上時，他腦裡、心裡

一定會在想著甚麼？當這些感想刺進我的內心時，覺得自己完全不值得將我的腳

放在耶穌的腳曾經踏過的石頭上。大部分的行程我都走在石階的邊沿，心想耶穌

一定是走在中間。 

1)  在這事上沉思一陣之後，主慈悲地提醒我，因祂接納那種強烈的情感，所以不

只是我，還有許多人能隨著祂被稱義、被潔淨、被赦免，才能被迎接到最聖潔

的父面前 

2)  喜樂從我內心深處不斷地湧出，我的愧疚消失了、羞恥和不配感被耶穌的愛一

掃而光 ─ 很久以來我理性上就知道的事實，現在被一種新鮮的觀點所突破了 

3)  你想哪一種燃燒的慾望，在我裡面燒旺了呢？是的！強烈的催逼，要去告訴別

人那個他們和我百聽不厭的古老故事，卻是最近被更新的新觀點 

4)  我已經七十多歲了，越老就越覺得我的赦免的重要，我越感恩的事，越覺得興

奮的，是基督給我崇高聖潔的呼召，去宣講和解釋這些祝福，因此使許多人也

能同樣蒙福。我深受感動，祂甚至也給我恩賜來幫助祂的百姓歸祂為聖 

5)  你也有這基督裡的赦免和祂的呼召。用點時間想一想它們是甚麼意思。讓我們

都能漸漸地明白三位一體的神，宇宙的主人和主宰，祂是如何在我們的裡面工

作，並且藉著我們的生命來完成祂救贖創造的計畫。隨著對三位一體的神與祂

藉著我們去完成救贖創造之工有更多的認識，我們骨中的火也因此越加火熱，

熱切地想認明並培養那些神已經給我們的恩賜  ─ 並幫助別人也能這麼做 ─ 

使用在我們崇高聖潔的呼召上，去服事神和祂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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