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徒行事為人的準則
經文：弗4章

引言：

基督徒不但信耶穌，住在耶穌裏面，明白神的旨意，蒙神的恩惠，更要代

表神活在世上，讓世人看見就認識神。正如耶穌活在世上時，叫人看見祂就如

看見上帝一樣。所以信徒有着極大的本分和責任，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上表彰

神，活出神。要如何活出神？聖經上有許多關於這方面教訓，現在從以弗所書

4章來看其中一些原則。

一．行事為人在心靈上的原則(弗4:1-2)

1.要謙卑。

a. 蒙神眷顧(詩138:6; 賽66:2)。

b. 蒙神垂聽(詩9:12; 10:17)。

c. 蒙神拯救(伯22:29)。

d. 蒙神抬舉(雅4:10)。

e. 是基督國度裏最大的(太18:4; 20:26-28)。

f. 必恩上加恩(箴3:34; 雅4:6)。

g. 得更大的榮耀(箴18:12; 29:23)。

2.溫柔。

a. 基督的教訓(太5:38-45)。

b. 信徒要穿上(西3:12-13)。

c. 要以溫柔的心接受神的道(雅1:21)。

d. 以溫柔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

e. 是神所喜悅的(彼前3:4)。

f. 是智慧者的品格(雅3:17)。

g. 必承受地土(太5:5)。

3.忍耐，恆忍。

a. 是愛心的表現(林前13:4)。

b. 是為真道而恆忍(林後6:5-10)。

c. 是神所加的力量(西1:11)。

d. 是當歡歡喜喜的(西1:11)。

e. 是傳道的態度(提後4:2)。

f. 是彰顯神的權能(羅9:22)。

g. 是神等候人悔改的方法(彼前3:20; 彼後3:9)。

4.寬容。

a. 是凡事寬容(林前13:7)。

b. 是以愛心寬容(弗4:2)。

c. 是不威嚇(弗6:9)。

d. 因基督寬容了我們(西3:13)。

e. 因神寬容忍耐等候我們悔改(羅2:4)。

f. 因神寬容我們先前的過犯(徒17:30; 羅3:25)。

g. 因神寬容我們的悖逆(羅10:21)。

5.和平，平安。

a. 因基督為我們成了和平(弗2:14; 西1:20)。

b. 這是神藉基督所傳的福音(徒10:36)。

c. 這是神的恩賜(詩29:11)。

d. 這是愛神律法者所有的(詩119:165)。

e. 這是神所保守而得十分的平安(賽26:3)。



f. 這是基督所特賜祂自己的平安(約14:27; 16:33)。

g. 信徒有超乎意外的平安(腓4:7)。

6.竭力，努力，殷勤。

a. 追求認識神(何6:3)。

b. 多作主工(林前15:58)。

c. 行各樣的善事(提前5:10)。

d. 進入安息(來4:11)。

e. 進到完全的地步(來6:1)。

f. 為真道爭辯(猶1:3)。

g. 為人代禱祈求(西4:12)。

7.保守。

a. 保守自己的心(申4:9; 箴4:23)。

b. 保守自己遠離罪惡(詩18:23)。

c. 保守自己的生命，遠離網羅(箴22:5)。

d. 保守自己的清潔，不沾染世俗的污穢(提前5:22; 雅1:27)。

e. 神要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腓4:7)。

f. 保守生命到永生(約12:25)。

g.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猶1:21)。

二．行事為人在真理上的原則(弗4:3-6)

1.一心：指一個生命。

a. 耶穌基督永遠的生命。

b. 耶穌基督復活的生命。

c. 耶穌基督聖潔的生命。

d. 耶穌基督慈愛的生命。

e. 耶穌基督得勝的生命。

f. 耶穌基督公義的生命。

g. 耶穌基督豐盛的生命。

以上的生命本為耶穌基督的，但因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而賜給人。

2.一體：一個屬靈的身體。

a. 被救贖的身體(林前6:20)。

b. 因基督十架救贖的身體(弗2:16)。

c. 在基督的生命裏合成的。

d. 是永屬於基督的。

e. 是神所要居住的(林前3:16-17)。

f. 是要服事基督的。

g. 是要榮耀神，也從神得榮耀的(林前6:20)。

3.一望：一個堅定的盼望。

a. 盼望救恩(帖前5:8)。

b. 盼望公義(加5:5)。

c. 盼望基督在榮耀中顯現(多2:13)。

d. 盼望身體復活(徒23:6; 24:15)。

e. 盼望永遠的生命(多1:2; 3:7)。

f. 盼望一切苦難(林後4:17)。

g. 要堅定所盼望的(來3:6)。

4.一主：就是一位主宰。

a. 就是主耶穌(林前8:6)。

b. 創造的主(約1:1-3)。

c. 管理的主(來1:3)。

d. 救贖的主(伯19:25)。

e. 生命的主(約14:6)。

f. 工作的主(弗6:7; 西3:23)。



g. 在一切的一切上祂都是主，所以稱為萬主之主(啟19:16; 腓2:11)。

5.一信。

a. 專一的信仰。

b. 獨一的信仰。

c. 始終如一的信仰。

d. 信仰獨一的真神。

e. 信仰獨一的救主。

f. 信仰獨一的聖靈。

g. 信仰獨一的救恩。

6.一洗。

a. 一次心靈的洗禮。

b. 一次治死舊人的洗禮。

c. 一次心靈歸入基督的洗禮。

d. 一次心靈與主同活的洗禮。

e. 一次心靈得潔淨的洗禮。

f. 一次心靈順服聖靈的洗禮。

g. 一次心靈獻上為永遠的活祭的洗禮。

7.一神。

a. 是自有永有的神。

b. 是無所不能的神。祂的能力包括：創造，管理，托住萬有並救贖人

類。

c. 是無所不在的神。祂隨處與敬畏的人同在，供應人的需要，也監察人

的心思意念。

d. 是無所不知的神。祂知道人心裏所存的。

e. 是大有慈愛憐憫的神。祂親近人，同情人，施恩給人。

f. 是聖潔公義的神，所以恨惡罪惡；但祂愛罪人，賜下獨生子拯救罪人。

g. 是審判掌權的神，祂按人的一切行為審判人，對賞善罰惡非常分明。

三．行事為人在恩賜上的原則(弗4:7-32)

1.神賜恩賜的原則(4:7)。

a. 按各人的分量。

b. 按各人的信心。

c. 按各人的才幹。

d. 按各人的勤勞。

e. 按各人的忠心。

f. 按各人的需要。

g. 按各人的追求。

2.神賜下甚麼恩賜：

a. 得救的恩賜(4:8)。

b. 生命的恩賜(4:9-10)。

c. 建立教會的恩賜(4:11)。

d. 宣告神旨意的恩賜(4:11)。

e. 傳揚福音的恩賜(4:11)。

f. 牧養教會的恩賜(4:11)。

g. 教導真理的恩賜(4:11)。

3.神賜恩賜給信徒的目的：

a. 成全信徒(4:12)。

b. 建立基督的身體(4:12)。

c.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4:13)。

d. 認識上帝的兒子(4:13)。

e. 長大成人(4:13)。

f. 滿有基督的身量，不再作小孩子(4:13-15)。



g. 連於元首，全身靠基督聯絡得合式(4:15-16)。

4.信徒領受恩賜後在存心上的原則：

a. 不存虛妄的心(4:17)。

b. 不存暗昧的心(4:18)。

c. 不存剛硬的心(4:18)。

d. 不存放縱私慾的心(4:19)。

e. 不存貪行污穢的心(4:19)。

f. 當存真理仁義的心(4:24)。

g. 當存聖潔純淨的心(4:24)。

5.信徒得恩賜後的態度。

a. 棄絕謊言，說誠實話(4:25)。

b. 不生氣發怒，而要包容寬恕(4:26)。

c. 不給魔鬼留地步，而要棄絕一切的引誘(4:27)。

d. 不偷盜，不懶惰，而要殷勤作正經的事(4:28)。

e. 不說污穢人的話，而說造就人的話(4:29)。

f. 不叫聖靈擔憂，而要順服聖靈的感動(4:30)。

g. 不以惡毒怨恨相待，而是以恩慈憐憫的心相待(4:31-32)。

作者：黃彼得牧師 Rev. Peter Wongso

金燈台出版社 GoldenLampstand.org

©1986-2014 Golden Lampstand Publishing Society (HK) Ltd

1958-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