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一的教會



引言 : 獻堂的反思



<一>聖經中合而為一的例子



<一>聖經中合而為一的例子

(A) 同聲的贊美



11 當時在那裡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潔，並不分班供職。
12 他們出聖所的時候，歌唱的利未人亞薩、希幔、耶杜
頓和他們的眾子、眾弟兄都穿細麻布衣服，站在壇的東
邊，敲鈸、鼓瑟、彈琴，同著他們有一百二十個祭司吹
號。 13 吹號的、歌唱的都一齊發聲，聲合為一，讚美
、感謝耶和華。吹號、敲鈸，用各種樂器，揚聲讚美耶
和華說：「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那時
耶和華的殿有雲充滿， 14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
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神的殿。

歷代志下 5:11-14



<一>聖經中合而為一的例子

(A) 同聲的贊美

(B) 一個身子



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子；基督也是這樣。 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 14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15 設若腳說：「我
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16 設若
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
身子。 17 若全身是眼，從哪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聞味
呢？ 18 但如今，神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19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哪裡呢？ 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
卻是一個。 21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
：「我用不著你。」 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更是
不可少的； 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
；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 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
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
快樂。 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做肢體。



<二>合而為一的真理



<二> 合而為一的真理

(A)  合而為一的根基與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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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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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
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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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 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
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
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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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而為一的根基與訣要

(B)  合而為一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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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而為一的真理

(A)  合而為一的根基與訣要

(B)  合而為一的果效

1) 世人知道耶穌是主

2) 世人知道神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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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如何行

(A) 認識神接受祂的愛



24 父啊，我在哪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
哪裡，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創立
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25 公義的父啊，世人
未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
我來。 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
。」



<三>當如何行

(A) 認識神接受祂的愛

(B) 彼此相愛



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因為愛是從神來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

因為神就是愛。

約翰一書 4:7-8



<三>當如何行

(A) 認識神接受祂的愛

(B) 彼此相愛

(C) 與主連結



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6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7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15:5-8



13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
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14 因他使我們和睦[a]，
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15 而且以
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
和睦。

以弗所書 2:13-15 

a.以弗所書 2:14 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4%BB%A5%E5%BC%97%E6%89%80%E6%9B%B8%202%3A13%2D15&version=CUVMPT#fzh-CUVMPT-29178a


<三>當如何行

(A) 認識神接受祂的愛

(B) 彼此相愛

(C) 與主連結

(D) 活出在基督裡互為肢体的見證



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

督也是這樣。 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
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14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

，乃是許多肢體。 15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屬
乎身子。 16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 17 若全身是眼，從哪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聞味呢？ 18 但如今，神隨
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19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
哪裡呢？ 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21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
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
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23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
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 24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
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
肢體彼此相顧。 26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

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27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做
肢體。28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
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 29 豈
都是使徒嗎？豈都是先知嗎？豈都是教師嗎？豈都是行異能的嗎？ 30 豈都是
得恩賜醫病的嗎？豈都是說方言的嗎？豈都是翻方言的嗎？ 31 你們要切切地
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



主的愛使我們合一 (2X)

主的聖靈充滿在我們的心裡
主的愛使我們合一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We have joined our spirit with the Spirit of God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讓我們大家來唱 體會主愛廣闊深長
我們手牽著手讓世界都知道

主的愛使我們合一

Let us sing now, everyone

Let us feel His love begun

Let us join our hands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主的愛使我們合一 (2X)
zhǔ dē ài shǐ wǒ men hé yī 

主的聖靈充滿在我們的心裡
zhǔ dē shèng líng chōng mǎn zài wǒ men dē xīn lǐ 

主的愛使我們合一
zhǔ dē   ài   shǐ  wǒ men hé  yī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2X)

We have joined our spirit with the Spirit of God,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讓我們大家來唱 體會主愛廣闊深長
ràng wǒ men dà jiā lái chàng tǐ huì zhǔ ài guǎng kuò shēn cháng 

我們手牽著手 讓世界都知道
wǒ men shǒu qiān zhù shǒu ràng shì jiè dōu zhī dào 

主的愛使我們合一
zhǔ dē   ài   shǐ  wǒ men hé  yī

Let us sing now, everyone

Let us feel His love begun

Let us join our hands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We are one in the bond of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