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凭基督之爱行事 
以弗所书 4 章 25 节－5 章 2节 

 

 

 

李孝忠牧师 
 

   
 

引言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

能够回到真理堂来为大家分享上帝的

话语。今天是新加坡的国庆前夕，祝

福国家有一个平安的将来。我个人来

到新加坡也有一年半了，能够感受到

新加坡是一个平安、和谐的城市。特

别是全世界都笼罩在冠病疫情的阴影

之下，新加坡仍然有平安。我上网看

了世界上在管理疫情最好的前五名国

家，新加坡是在其中之一。特别是在

疫苗的施打率，已经达到七成到八成，

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政府在管

理。当世界笼罩在这个世纪性病毒的

阴影之下，教会怎样作见证？教会怎

样宣扬平安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课题。我个人过去在新加坡的一年

半当中，有了很多的学习。 
 

或许很多人都感受到因为这个病毒，

使我们生活的空间被限制了。台湾有

一个神学家说：「若给受苦做一个定

义，受苦的苦难就是你生命空间被限

制了。」是的，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

的生活空间好像被限制了，如我们要

去马来西亚也有困难。当我跟潘牧师

聊天的时候，他说：「好像我的生活

空间只在武吉班让跟美世界这两个地

方。」是的，我在生活的空间里面真

的是受限制，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好像生命的空间却扩大了。 
 

个人生命空间的扩展 

我受邀请来到长老大会，我的职称叫

做社区外展的顾问，这个“外展”让

我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是什么？是突破

现有的范围往外延展。甚至要延展到

一个最顶端的地方。虽然现实的生活

空间被限制了，但是在这段时间我反

而有机会学习到什么是“居家办公”，

也学习到“线上开会”、“线上做礼

拜” “线上教学”，甚至这个教学法

不是只有在三一神学院，在新加坡甚

至到北美、南美、亚洲各地，这是我

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当然，在这段

旅居新加坡的时间里面，我也有很多

另外的生命成长，从新加坡的教会中，

有很多的学习。如我们教会的社区事

工，真是很好的见证。 



我访问过新加坡好几个教会，都有做

客工的关怀事工。新加坡目前有 150万

的客工，教会有很好的见证去关怀这

些出外人。在这段时间，我也有接触

到一些教会的年青人开始在实践宗教

对话。他们跟天主教、回教开始在交

流，这些对话和关怀的事工，都是我

在台湾没有的经验。所以这是我生命

的一种扩展。 
 

当然这里也学习到什么是简朴生活。简

朴生活在我个人的神学观里面是很重要

的，在全球化里面所有人都要学习简朴

生活。但是，在台湾真的是很困难地简

朴生活，200 多公里的路我要骑摩多车，

超过两公里就要开车了，在台湾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一方面是很方便，但另一

方面却很耗费能源。但在新加坡这段时

间，走路真的走到很快乐。大概在这一

年我走路的时间会比过去 20 年走得更

多。每天至少大概走五千步，我的师母

大概是走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步，所以

我们都减重了十公斤，这也是一种生命

空间的拓展。所以，在新加坡这一年半

的时间，我也学习也享受这段简朴的生

活。而很多的灵感，很多的理念也是在

走路当中得到启发。特别是怎样去观察

我们新加坡的社会，我们新加坡人民的

文化生活方式，都是在走路当中，一面

观察一面思考。因为要做顾问，所以要

了解我们社会的脉络。 

 

教会如何扩展生命空间 

是的，社会实在是面临很大的巨变，

好像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从另外的

角度来看却是另外的一个机会和契机。

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期间，一个挑战之

下怎样来扩展我们生命的空间或者是

拓展教会的见证事工？是教会需要认

真思考的一个问题。透过今天的经文，

盼望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些

启发。 
 

以弗所书是一本特别的书，在里面它

提到对基督的信仰已经是一个非常大

的进展，因它脱离了犹太人对基督的

观念。第一章第十节是这本书很重要

的一个经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

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这里基督的观念是天上、地上所有一

切的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

在这里的信仰告白为：基督并不是只

有犹太人的基督，也不是只有外邦人

的基督，而基督是万有所有受造物的

基督，所以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拯

救者。 
 

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基督的观念

也是有延展性的。在马太福音，耶稣

对那个迦南的妇人求对她女儿寻求医

治的时候，祂的对话里面这样讲：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

羊那里。”（马太 15章 24节）在这里

耶稣的自我启示就是说我受差遣是要

去拯救、寻找以色列迷失的羊。但是，

当你看到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好像耶

稣的这种使命是有延展性的。耶稣说：

“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我必

须领它们归同一个牧人。” （约翰 10

章 16 节）所以，不只是犹太人，而是

另外有羊。耶稣对自己的使命很清楚，



从犹太人渐渐地拓展到另外有羊的非

犹太人。 
 

而以弗所书更把这观念扩展到万有都

归基督，所以，从圣经里面的启示，

耶稣基督从犹太人，从外邦人，从所

有人类到所有受造物都是在基督里面

的。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有扩展性的，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清楚的告诉

我们，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

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在便犹太，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所以是先从自己最近的家乡，然后渐

渐的出去便犹太，然后撒玛利亚，然

后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因此，不管我

们对基督的了解，对信仰和对教会的

事工这种的本质，我们都是有一个很

重要的原则，是有进展性的。各位我

们所信仰的上帝，我们所信仰的耶稣

基督是一个怎样的耶稣基督？是个人

的主，是家庭的主，是教会的主，是

社会的主，还是全世界的主。教会的

事工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上帝呼召

我们，给我的使命就只有我个人的生

命得救，还是家庭，还是教会，还是

整个社区，还是整个所创造的世界的

拯救？所以，每个基督徒要思考我的

信仰的疆界是怎么样？难道是只关心

我自己吗？只关心我所关心的人吗？

然后，像耶稣爱你的仇敌，那些就是

我们能力之外的了。 

 

因此，我们的信仰仍需要对上帝的了

解，对我们受呼召的了解，对我们生

命空间的了解，一定要不断的去扩展，

而以弗所书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

基础。然后这些扩展开始要从什么地

方做基础；以弗所书也给我们一个很

重要的原则：“使基督应有的信住在

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第 3 章 17 节）这是我们信仰要成长、

要扩展的基础。因着信在耶稣基督的

爱心里面有根有基，这段经文其实都

是在用被动式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面被建造被定根，在基督的爱里面被

定根被建造。然后到第四章的时候就

有进一步的说明：“如果你们听过他

的道，领了祂的教，学了祂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

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

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

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 4 章 21

节） 
 

以真理建造信仰的生命 

在教会里面我们信耶稣基督，开始建

造信仰的生命，我们听了道，我们开

始学习领人受教，我们学习真理。这

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共同的经验，

听讲道，领受主的教训，然后学习真

理。开始穿上新人就是穿上耶稣基督，

一步一步的在成长。 
 

什么是学习真理？真理这个词就是真

实的意思。真理不是一个绝对的，因

为人都是很有限，没办法去描述上帝

是什么绝对的真理。而我们是真理的

学习者不是真理的定义者，所以真理

这个词的真实才是它的内涵：在这个

真实里面就是要诚诚实实，面对事情

的真相。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真相



是什么？真实的你是什么？真实的教

会是什么？ 
 

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教会也是软弱的，

这是实况。所以在 4 章 21 到 24 节以

后，到第 25 节开始说不可以说谎，说

谎就是虚假。不可以偷窃，偷窃就是

别人的，你把它拿过来也是虚假。所

以，基督徒第一个功课是要面对真实

的我是怎么样，教会也一样，当教会

要推行社区事工的时候，教会也要看

真实的教会是怎么样。 
 

我在新加坡的生活是以真理堂作为我

的母会，感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

非常的亲切，是一个非常好的团契生

活。但是更吸引我的是教会所做关怀

社区的事工，她有在关怀社区的老人，

有在关怀那些所谓出外人的客工。这

些都是教会一个很好的见证，教会真

实的是在追寻耶稣基督走向需要的人，

特别是对客工的关怀我是非常的受教

和学习。因我们在关怀泰国的客工不

只是只有关怀他的生活；也关怀他这

里的工作；甚至关怀他们的教育。所

以，我们和这里的泰国大使馆合作教

育的课程，让这些工人在这里工作以

外，还可以继续的学习而且他们的学

习是被认证的。因此在经济、教育这

些以外，他们也经历到灵性生活，甚

至告白耶稣基督是主，有的还受呼召

成为传道人。所以经济、教育、还有

信仰坚固，这是一个真实的关怀。我

想这样一个典范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

一个很重要的典范。 

 

另外，我在看我们老人事工的时候，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关心的跟

这些老人做朋友，如淑珍牧师被他们

称为大姐，真的是像家人一样。 

 

真实的关怀不是有条件的，是由圣灵

在做工然后使你的信仰被建造起来。

所以真实的爱这个就是真理，当然当

真实面向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和负面

的一个面向，所以保罗说要除去一些

不好的语言。然后，造就人的话也要

有一些心思意念，也要有改变，一些

不好的行为，不好的语言，不好的心

思意念要去除。这些负面的现象是不

是真实的也存在教会？也存在基督徒

的生活里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

这些要脱去，要穿上新人。我们不是

脸面不去看这些真实的面，不是不去

处理，是要真的面对这些然后让基督

的爱渐渐的定根在我们的心里面，然

后慢慢的除去这些不好的心思意念，

行为或者语言。 
 

所以，保罗最后劝勉我们这些负面的

事情，要渐渐的用恩慈、用怜悯慢慢

的来取代。怜悯在今天的翻译用

Compassion 非常的好，Compassion 是

什么意思？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妇

人的子宫。什么是子宫？是孕育生命

的地方，是保护生命的地方。就是你

看到一个生命在受苦的时候，你就会

想到要去保护他，去照顾他。对生命

有一种同情和同理的心情。所以这个

生命在受苦，你真的会发出内心的去

关怀他。 
 



要真实的面对问题实况 

在这段冠病疫情的期间，家暴听说提

升了 15%，我的师母在新加坡也做这些

辅导的工作。我发觉，这段时间她用

在电话的时间非常的多。我在旁边看

书，经常她就跟一些家庭有困难的，

不管是先生女士在做协调。甚至有的

早上七点多就打电话来，晚上十点多

十一点也打电话来，一讲就讲了一两

个小时。让我无意中就听到他们讲话

的一些内容；对方所吐出来的真的是

苦毒，是恶毒的话，是对她的配偶她

的家人都有很多的埋怨，这是我们面

对冠病疫情下社区甚至社会的一个实

况。基督徒的家庭有没有？其实在个

案里面还有一两个是基督徒，这是现

实的我们人性软弱所存在的真实。所

以，保罗很清楚地说：“当我们要建

造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时候，要面对这

些实况。”不管是行为、语言，不管

是内心的东西，都要很清楚地面对这

个实况。教会有没有这个实况？ 
 

我相信真理堂是一个受祝福的教会，

但是不是每个教会都是这个样子。教

会里面的软弱，教会里面的恶毒也是

存在的。怎么样让基督的爱在我们里

面慢慢有定根，有根有基地驱逐这些

旧人然后穿上新人？保罗这里有提出

一个很积极的建议：“所以你们该效

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

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

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

献与神。” （第 5 章第 1 至 2 节） 
 

 

如何效法神 

经文在这里提出了两件事情；第一个

是效法神。第二是凭爱心行事。这些

我们都很熟，但是什么是效法神？效

法就是有一个典范让我们跟着它走。

基督徒的天职就是传福音，教会也把

传福音当着很重要的使命。到底什么

是传福音？我记得和你们在这里分享

过传福音就是宣扬福音（preaching the 

Gospel）。是用嘴巴宣扬，但是它还有

一 个 内 涵 就是活 出 福 音 (living the 

Gospel)。最后还有一个内涵就是 being 

the Gospel。这三个是一起的，讲很好

的福音但是你的生活是很负面的，那

效果一定是非常差。人家看到你好像

看到鬼，那就更惨。所以要 becoming 

the Gospel, becoming the good news。那

就是好消息，让人家看到你就好像是

看到好消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社

区看到我们的教会就是看到盼望，在

恐惧中看到教会就是看到平安。因此，

效法神就是成为神的样式，成为基督

的样式，这个也叫做见证。 
 

虽让人因为去教会看到耶稣基督是很

大的一个挑战，但是，这是我们一个

追求的目标，教会在这里要成为万民

的祝福，这就是效法神的意思。 
 

如何凭爱心行事 

然后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这段经文的翻译在

和合本是这样子，当我去参考了其他

不同的版本，特别是凭爱心行事的

“行事”这个词，有一个翻译很有趣；

它不是翻成行事，它是翻成“行走”。



什么是行走？不知你有没有联想到武

侠小说的行走江湖，因我曾经看过一

些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所以我经

常是把行走江湖连在一起思考的。

“行走”它就给我联想到武侠小说的

这些故事。正如武侠小说所写一些恩

怨情仇，通常指的是一个年青人他的

父亲被伤害，家庭被伤害，他学了功

夫以后为了要报仇。或者是一个年青

人他在学了功夫以后，他要另外出来

去闯荡江湖，开始的时候他的武功可

能都不很好，但是经历江湖以后碰到

很多奇人奇事，他的功夫就提升了。

这是武侠小说的行走江湖。 
 

基督徒的江湖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生

命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月历。耶稣基督

走入江湖，走入人的世界，他也经历

过恩怨情仇，医治了很多人，他也让

那些宗教领袖狠入心骨，最后被钉十

字架，然后复活、升天。因此，耶稣

基督也经历人类的江湖，最后他为世

人献上了自己，所以所有的膝盖要跪

拜，所有的口要颂扬基督是主。那基

督徒呢？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只有

在山上，只有在礼拜堂里面做礼拜吗？

不是的，我们的信仰也要进入我们生

活的江湖里面。 
 

在这一年半当中我访问的教会有一个

很共同的现象，很多教会他们都做很

好的社区事工，做很好的客工关怀事

工，做很好的海外宣教事工，但是却

有一个很一致的比例：20 对 80。教会

里面有 20 个人很热心的参与，但是却

有 80 个人好像比较疏离。所以，事工

的延续性就会碰到一些困难。有一个

学者他把社区事工做这样的定义：

“社区事工不是你去服侍人而已，社

区事工也是门徒训练的一个舞台。”

换句话说是我们在闯荡江湖训练我们

的功夫和信仰的一个平台。透过我们

在参与社区事工，跟社区的弟兄姐妹

联系以后，我们信仰的生命会渐渐的

提升。耶稣的爱是在生活里面一步一

步的慢慢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爱在

以弗所书里面是高深莫测，是人没有

办法想象的，除非我们去经历。 

 

总结 

结论来讲，怎样来建造我们个人、教

会信仰的生命？基督的爱是基础，走

出去实践这样的爱，去训练这样的一

个爱是一个过程，没有经历这些爱没

有办法成长，你也没有办法体验到真

正信仰的祝福，所以，当献上自己好

像馨香的祭。这里我们就会想到是做

礼拜，做礼拜不是只有我们在这里做

礼拜，是要把生命献上，跟随耶稣基

督，一步一步走向人群，去实践基督

的爱，我们就被建造了。愿上帝的灵

与我们真理教会同在，这个信仰是一

个莫大的祝福。我们要体验这样的祝

福只有实践，而舍己是跟我们的人性

有一点违背的。但是，耶稣基督就是

在我们前面做这样的一个典范，我们

一起走向有需要的人，不是只有帮助

他们，服务他们，也是建造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