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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蒙神眷爱圣灵满溢的生活(弗 5:1-21) 

呂振中譯本 ESV MSG 

1所以你们要效法上帝，做蒙爱

的儿女；2也要依爱而行，正如

基督爱了你们，为你们舍弃了自

己、做供物做祭物献与上帝、有

馨香的气味。3至于淫乱和一切

污秽或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

不可提，才合乎圣徒的身分。4

卑鄙的事和愚妄的话、或粗俗的

戏笑、都不相宜；相宜的就是感

谢的话。5因为你们确实地知

道∶凡是嫖妓或作男倡、或污秽

的、或贪婪［就是一种的拜偶

像］的、都得不着基业在基督国

里、上帝国里。6别让人用虚空

的话欺骗你们了；因为为了这些

事、上帝之义怒正临到悖逆之人

呢。7所以别和他们同夥了。8因

为你们从前是黑暗，如今在主里

乃是光；行事为人总要像光的儿

女 9［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良

善、正义、和真诚］。10你们要

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欢的；11别一

同有分于黑暗之无善果行为了；

宁可讦发出来。12因为他们隐密

中所行的、就是说出来也可耻。
13但一切事受了讦发、都是被光

所显露；凡被显露的便是光。14

所以说∶「睡着的人哪，醒起来

吧，从死人中复起，基督就光照

你了。」15所以要仔细留意、你

们怎样地行；不要做无智慧的，

总要做有智慧的人。16要争取(希

腊文作『买掉了』。或译『充分

利用』)时机(或译『机会』)，因

为现在的日子很险恶。17故此别

做糊涂人了，却要明晓主的旨意

是什么。18别醉酒了［醉中有放

荡］，却要充充满满地满有圣

灵。19以『诗篇』、颂词、诗歌

(有古卷作『灵歌』。参西

3∶16)、彼此对说，用心咏赞歌颂

说主；20时常奉我们主耶稣基督

Therefore be imitators of God, as 
beloved children. 2 And walk in 
love, as Christ loved us and gave 
himself up for us, a fragrant 
offering and sacrifice to God. 
3 But sexual immorality and all 
impurity or covetousness must not 
even be named among you, as is 
proper among saints. 4 Let there be 
no filthiness nor foolish talk nor 
crude joking, which are out of 
place, but instead let there be 
thanksgiving. 5For you may be 
sure of this, that everyone who is 
sexually immoral or impure, or 
who is covetous (that is, an 
idolater), has no inheritance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and God. 6Let 
no one deceive you with empty 
words, for because of these things 
the wrath of God comes upon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7Therefore 
do not become partners with 
them; 8for at one time you were 
darkness, but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Walk as children of light 
9(for the fruit of light is found in all 
that is good and right and true), 
10and try to discern what is 
pleasing to the Lord. 11Take no 
part in the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 but instead expose them. 
12 For it is shameful even to speak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in secret. 
13But when anything is exposed by 
the light, it becomes visible, 14for 
anything that becomes visible is 
light. Therefore it says, “Awake, O 
sleeper, and arise from the dead, 
and Christ will shine on you.” 
15Look carefully then how you 
walk, not as unwise but as wise, 
16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time,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17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will of the 
Lord is. 18And do not get drunk 
with wine, for that is debauchery, 
but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19addressing one another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to the Lord with your heart, 
20giving thanks always and for 
everything to God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ake Up from Your Sleep 
1Watch what God does, and then you do it, like 
children who learn proper behavior from their 
parents. 2Mostly what God does is love you. Keep 
company with him and learn a life of love. 
Observe how Christ loved us. His love was not 
cautious but extravagant. He didn’t love in order 
to get something from us but to give everything 
of himself to us. Love like that. 

 3 Don’t allow love to turn into lust, setting off a 
downhill slide into sexual promiscuity, filthy 
practices, or bullying greed. 4 Though some 
tongues just love the taste of gossip, Christians 
have better uses for language than that. Don’t talk 
dirty or silly. That kind of talk doesn’t fit our 
style. Thanksgiving is our dialect. 

 5 You can be sure that using people or religion or 
things just for what you can get out of them-the 
usual variations on idolatry-will get you nowhere, 
and certainly nowhere near the kingdom of 
Christ, the kingdom of God. 

 6 Don’t let yourselves get taken in by religious 
smooth talk. God gets furious with people who 
are full of religious sales talk but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him.  7 Don’t even hang around people 
like that. 

 8 You groped your way through that murk once, 
but no longer. You’re out in the open now. The 
bright light of Christ makes your way plain. So no 
more stumbling around. Get on with it!  9 The 
good, the right, the true-these are the actions 
appropriate for daylight hours.  10 Figure out what 
will please Christ, and then do it. 

 11 Don’t waste your time on useless work, mere 
busywork, the barren pursuits of darkness. 
Expose these things for the sham they are.  12 It’s 
a scandal when people waste their lives on things 
they must do in the darkness where no one will 
see.  13Rip the cover off those frauds and see how 
attractive they look in the light of Christ.  14 Wake 
up from your sleep, Climb out of your coffins; 
Christ will show you the light!  15 So watch your 
step. Use your head.  16 Make the most of every 
chance you get. These are desperate times! 

 17 Don’t live carelessly, unthinkingly.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what the Master wants. 

 18 Don’t drink too much wine. That cheapens 
your life. Drink the Spirit of God, huge draughts 
of him.  19 Sing hymns instead of drinking songs! 
Sing songs from your heart to Christ.  20 Sing 
praises over everything, any excuse for a song to 
God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our Master, Jesus 
Christ.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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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为万事感谢父上帝，21存敬

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21submitting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Christ. 

21Out of respect for Christ, be courteously 
reverent to one another. 

分段： 

1. 作神儿女生活的守则(弗 5:1-5) 

2. 行事为人光明磊落(弗 5:6-14) 

3. 要被圣灵充满(弗 5:15-21) 

觀察、解釋、應用： 

作神儿女生活的守则(弗 5:1-5) 
1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你们该效法神。2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
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 

一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生活表现也经常活出爱来。同样，当我们经常活在神的慈爱恩典中，我们的行事为人
也会自然的表现出各种层次的爱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但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祂也为我
们立下美好舍己爱人的榜样，使得我们也可以效法祂凭爱心做事的榜样。「效法」是一个长久不间断的过程。
而第一个步骤则是舍己。在自我的控制之下，我们仍旧是属肉体而不能胜过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先要舍己，
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罗12:1)，这是神所喜爱的馨香之祭。 

保罗这里特别提到要以爱心行事，就好像主耶稣那么爱世上所有的人，爱到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牺牲在旧约
里面是把无瑕无疵的牛、羊宰杀之后放在祭坛上焚烧。在焚烧的时候，动物的脂油慢慢滴在火上而产生馨香的
气味，象征着所献的祭物已蒙神悦纳。神是轻慢不得的，祂不见得悦纳每一件献上的祭物。祂要看献祭者的心
态，忧伤痛悔的心祂必不轻看(诗51:17)。在这里的焦点是「要凭爱心行事」，就如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
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15:12) 

思考: 你觉得你蒙受了神的爱了吗？你所蒙受神的慈爱与恩典有些什么特征？你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发自无私
的爱？你今天的生活有没有美好的见証？什么方面荣耀主名？什么方面不讨主喜悦？你觉得今天基督徒应当
不应当献祭？如果应当，你献给神的是些什么？ 

应用: 检讨最近自己一、二项爱心不够的事件，怎么可以补偿？订定一、二周内作好实际上的补偿。除了爱人
之外，你怎么表示你爱神？敬拜聚会有没有迟到早退的习惯？专心听道？团契积极参加？如果自己感觉亏
欠，请找一、二项可以改进的坏习惯而去除。 

3至于淫乱和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4淫词、妄语和粗俗的俏
皮话都不合宜；总要说感谢的话。5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 (贪心的就是拜偶像
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 

前面(弗 4:17-22)这段经文中保罗已经说过要除去旧人，在(弗 4:23-32)中他又告诉我们要穿上新人，其中特别
提到有些口舌上的罪行和心中的怨恨。在这里他继续讲述那些接受主耶稣后不该有的事。 

「淫乱」﹕包括各种各样色情方面的越轨、误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论奸淫(太 5:27-30)、休妻(太 5:31-32)

时有非常严厉的警告。当心中动了淫念时就与实际上犯了奸淫一样！当时在罗马帝国中淫乱是相当普遍的风俗
(参罗 1:24-32)。但是基督徒就万万不可！婚姻是非常神圣的结合，所以圣经上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
也不可污秽；」(来13:4) 

其他如不纯洁、不洁净的事物也都应当除去。「污秽」与生活的放纵不检点有关。随时随刻都要警醒，都不可
放纵，一点也不给撒但留地步。如果有其他基督徒提起这方面的议题，你当劝导他不要再提。 

贪婪指着超乎寻常当得的欲望。这种强烈的欲望促使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去赚取。在教会、团契生活中，这方
面的事情不要分享、不是谈话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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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词、妄语和粗俗的俏皮话在现在的社会中经常出现，习以为常。当我们基督徒经常耳濡目染后，也可能不把
这些不洁净的话看为严重。保罗特别警告我们基督徒的词汇中没有这些话。我们应当是出于污泥而不染，而不
是同流合污。 

清除那些不相宜的话之后，在积极方面当取代的是感谢的话。这样做后，我们的言语会造就人、使人得益处。
保罗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保罗书信中，我们几乎不曾发现一封没有说感谢话的。 

如果一个人经常活在「淫乱」、「污秽」、「贪心」等罪恶当中时，罪恶就辖治了他，使他不能自拔。这人就
与基督和神的国无份。「基督和神的国」应当是指主耶稣再来千禧年的国度，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与这个国度无
分，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思考: 穿上新人后有些什么不同？请你按照这段经文与旧人作一个比较。意念方面？内心方面？行事为人方面？
你自己如今的新生活在哪些方面与旧生活有极大的不同？意念方面？内心方面？行事为人方面？有些话使人一
生都享受不尽！有些话却使人一生都在阴影当中！在你人生的旅途中，有些什么话对你影响深切？请你例举
两、三个例子，并描述后来所产生的影响。许多时候我们华人不知道怎么说鼓励的话，所以有许多孩子受了家
庭责备的影响而使得他们真以为自己像大人所说的一样无用、愚蠢！不知道当你教导弟兄姊妹时用些什么鼓励
的方式？有比较积极有效的方式可以分享吗？ 

应用: 罪对人有酒瘾般的魔力。起初在罪中会享受到罪中之乐，渐渐的罪开始腐化人的品格，把我们好的、真
的、对的方面慢慢地侵噬消除。当你遇到不良风俗习惯的情况时，你会不会首先默想圣经是怎么教导的？当你
面对道德和伦理的黑暗时，请记住这样的行为只是彰显原来内心的黑暗及昏昧，你却要以怜悯慈爱相待，让神
的爱光照这样的行为，并求神改变。可以从你自己开始，不让文化风土影响你的道德观，并且以圣经的教导去
影响你的周遭。如果你有家，家就是你教导并维持高道德水平的场所。如果你没有家，你的朋友就是你影响的
范围。请你定出一个可行的计划。 

行事为人光明磊落(弗 5:6-14) 
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了，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7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8从前你们
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9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
诚实。10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11那暗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12因为，他
们暗中所做的，就是连提起来都是可耻的。13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露出来，14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
所以有话说：“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 

出黑暗入光明(弗5:6-9) 
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了，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7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8从前你们
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9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
诚实。 

这段的教导与(弗 4:14)相关。当时假教师已经在教会里面教导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们教导「在基督里的自
由」就是不受法律和条例的管束，个人的生活有完全放纵的自由。在(弗 5:3-5)，保罗已经教导某些活动和态度
是完全不合圣徒的体统(弗 5:4)。假教师淡化作恶的严重性，甚至可能说做这些事有时还是有益的呢(弗 5:3)，如
追求金钱与物资(贪婪)对社会的发展有帮助；如果大家觉得很好玩、够聪明，神不会计较其中的「妄语」和「戏
笑的话」。这些假教师想使人相信神是容许沾染罪污的生活方式的。 

为了保护真理不熟的弟兄姊妹们，保罗警告他们不要被假教师虚浮的话欺骗了。虚浮的话是任何些微歪曲事实
的话、半真半假的话、有可能但事实上却不是的谎言。如果基督徒相信接受假教师虚浮的话而照着去做，就一
定惹来神的愤怒，所以使徒保罗要弟兄姊妹离开那些假师傅。「同伙」指着参与他们不合神心意的活动或为自
己的罪行狡辩。如此做的人玷污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所成就的救赎工作！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已经被
主耶稣从「旧人」、「老我」中拯救出来，已经穿上「新人」有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4:24)。 

一般做坏事的人喜欢在黑暗里做，以为在黑暗里就没有人知道。作小偷的如果某一天没有月亮，他就特别高兴
因为他去偷东西的时候不被看见。人性的黑暗也是如此，偷鸡摸狗的事我们不愿意让人知道。保罗已经在前面
描述非基督徒因为无知、硬心、和麻木就「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弗 4:18-19)。所以昏暗是每位



 4 

基督徒过去的经历，没有例外。「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当我们比较信主前
与信主后时，没有比「黑暗」与「光明」更恰当的了。光明与黑暗不能彼此共存，所以任何一个被主耶稣宝血
买赎回来的新生命，在神真理的光照下不能继续以前未信主时活在罪中的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听信了福音，从
主耶稣基督得到了救恩后就成了世界上的光。基督徒不仅仅受到神真道的光照启示，我们也是世界上的光，有
责任照明这黑暗的世界的作用(太5:14)。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光明之子在这黑暗的世界生活，对这黑暗的世界应当有些怎
么样的影响？光明之子所结光明的果子包括一切美善、公义与真理。「之子」是希伯来文的特殊用法，意思是
那些彰显出上面属性的人。光明之子指着那些彰显出神光明属性(约壹1:5) 的弟兄姊妹们。光明的果子是在真光
照耀下自然结出圣灵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弗 4:25-29，5:3-5；加 5:22-23)。换句话说，行在神光中的基
督徒在道德上、灵性上、和伦理上是有明确标竿的。当这些基督徒把神美善的属性彰显给周遭未信主的亲朋好
友看时，是他们去影响黑暗的世界，而不是黑暗的世界影响他们。 

行事为人讨主喜悦(弗 5:10-14) 
10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11那暗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12因为，他们暗中
所做的，就是连提起来都是可耻的。13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露出来，14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有
话说：“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发掘什么是主所喜悦的–如何活在光中？所以弟兄姊妹必须好好地读经、默想、祷
告、寻求属灵长者的辅导，帮助他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如何行事为人讨主喜悦。「察验」当然也带着活出来的
行动，每天操练所「察验」讨主喜悦的做人处世原则。保罗对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也有类似的教导﹕「不要效
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 12:2) 所以很明显
的基督徒不但在里面有一个新生命，在外面也有彰显的新生活。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光明之子不但不可沾染任何属撒但魔鬼、不造就人的
行为，因为黑暗(罪与败坏)的果子导致死亡与朽坏(罗 6:21)。在积极方面光明之子更要结光明的果子包括一切美
善、公义与真理(弗 5:9)。基督徒必须与罪划分界限，不跟罪往来。但却不能与非基督徒隔离而失去了传福音的
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清楚分辨「罪行」与「罪人」的差别。「罪行」不要沾染，但「罪人」却仍要爱他们。不
但罪行不要沾染，保罗进一步要求基督徒要揭发这样不好的行为，不然别人会误认为不说话就是赞同的意思。
就好像光照到黑暗的地方，原来在黑暗里的都显露出来，基督的光也借着基督徒光照罪的黑暗，使原来在黑暗
中的罪行都在光中显露出来。神要祂的儿女持有积极和愿意发表言论申明不与罪妥协的宣称(利 19:17)，基督徒
应当喜欢为真理和正义而说话。 

「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就是连提起来都是可耻的」这一节属于中间插入额外解释的一节，第 11节与第 13

节则是同一个主题、思路。虽然基督徒应当喜欢为真理和正义而说话，不过不要说闲话、无意义的话，也不要
喧嚷夸张。尤其是姊妹们天生比较喜欢说话，张家长李家短的话常常说，所以更应该当心不要为罪喧嚷夸张因
而造成不好的后果。当时以弗所有些奢华可耻的社会风俗，基督徒就是提都不应该提，免得沾污了圣徒的口
舌。 

「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露出来」与第 11节都有揭发显露的作用。这节谈到光的属性能刺穿黑暗。基督徒就是
光，借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好见证(弗 5:8-12)，我们就显出了罪行的黑暗，这是我们仍然存留在世上的目的。我
们都当竭力邀请还未接受主耶稣的人决志脱离黑暗的权势，而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也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有话说：“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 」这可能是早期在以弗所
的弟兄姊妹们所熟悉的诗歌，很可能是在洗礼时从水中出来时唱的。这首诗歌似乎是根据以赛亚书和玛拉基书
而写的(参赛 26:19，51:17，52:1，60:1；玛 4:2)。那时先知呼召以色列人，要他们从黑暗死亡的光景回转过
来被先知的话语唤醒。 

对一个新接受主的人从灵死的状况重生，就好像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一样，而进入有神(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命就
好像看日出。保罗在这里劝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清醒过来，保持警觉性。 

思考: 自己容不容易受骗？在神的话语上，根基稳不稳固？你的朋友基督徒多不多？你什么时候最享受与你的
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时间？对未信的朋友，你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向他们传福音的经历？你是光明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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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知道是或不是？未信主前的你与信主后的你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什么时候你会有罪恶感？愧疚感？
你常不常读经祷告？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参加过成人主日学吗？如果有，上过多少课？作过主日学老师
吗？有什么事或思想意念你不愿意别人知道的？曾看到别人做了你觉得不对的事吗？有没有去劝戒人？ 

应用: 在一年新的开始时，重新订定今年的灵修计划：无论是精读或速读，首先要有灵修进度时间表。在神的
属性上，挑选一、二项你自己特别需要操练的，定期回顾检讨要有些什么修正。如果在真道上容易受骗，请
委身开始参加成人主日学，从基要真理班开始学习。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生根建造。 

要被圣灵充满(弗 5:15-21) 
15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16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17不要作糊涂
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19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对
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20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21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行事为人智慧充足(弗 5:15-17) 
15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16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17不要作糊涂
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因为基督徒有责任过着光明之子的生活，并且与罪恶有
别，我们必须非常警慎地好好过地上的日子，不要糊里糊涂。光明之子的生活必须是讨主喜悦的生活(弗
5:10)，并且在非基督徒面前有美好的榜样，使光明之子彰显基督的馨香之气，吸引别人愿意接近主耶稣、认识
祂、并接受祂成为自己生命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寻求属天的智慧，能活出
真正有属天智慧的人，在这黑暗的世界上活出讨主喜悦生活的好见证。虽然许多时候天上的智慧与属世的聪明
完全相反，譬如属天的智慧是「要作领袖的，就要作仆人」，可是属世的聪明却绝不会这么想。神的儿女只要
愿意求上头来的智慧，那厚赐与众人的神必赐智慧给求的人(弗 1:17；雅 1:5，3:17)。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要
把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当有不信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更加应当警慎小心，用智慧
与外人交往(西4:5)。 

「要把握时机」﹕原文有争取每一个机会的意思，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浪费。基督徒应该小心警慎地使用所有的
时间，抓住每一个机会行善(加 6:10)。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周遭的环境来控制我们，而是我们主动有效
地控制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就好像一个主人分配使用所有的资源一样。这并不是说神要我们成为工作狂，神给
万物都有定时，工作有时、休息有时。不要因为服事教会而没有尽到做自己家务的责任。为什么要争取每一个
机会帮助在黑暗中的人得见真光？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基督徒若不赶紧传福音，恶势力的弥漫会造成更难传
福音的局势。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节前面原文有「因此」，这里没有译出。也就是说这节经文是与前
面的经文连接的。因为行事为人要有智慧、要把握时机，所以不要作糊涂人、不动脑筋、不明白圣经的指标是
什么。基督徒不可因胡涂而再浪费时间！我们在世有许多重要的工作待完成，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的
目标相称–事奉主，传福音，装备自己等待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不再懵懵懂懂过着迷迷糊糊的生活，而在生活
中显出我们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不但借着圣经拥有在知识上的认知，并且在每天的生活中，行事为人也
体验、经历神的作为，使得我们渐渐成长成熟，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
洁」(帖前 4:3)，特别在男女关系上十分小心警惕。作主的仆人更应当尽我们所能遵行祂的旨意。在主耶稣的一
个比喻中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豫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路 12:47)，可见神
的心意多么希望祂的儿女遵行祂的旨意！我们如何去做？在四福音中有许许多多主耶稣自己以身作则的例子可
作我们的参考。 

行事为人满有圣灵(弗 5:18-21) 
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19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20凡
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21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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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原文的时态是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醉酒与
圣灵充满的对比也是用来强调旧人与新人的对比(弗 4:17-5:20)。喝醉酒代表旧人糜烂、无纪律、自私自利的生
活，这种生活是朽坏的(弗 4:22)。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风俗里，醉酒的事常常发生，因为喝酒是祭拜程序中的一
项。那时的基督徒很可能都知道醉酒是不应该的。在保罗书信其他经文(罗 13:12-13；帖前 5:6-8) 也把醉酒与
黑暗联在一起。 

醉酒的人失去控制自我意志的能力，浪费了那段时间，所以基督徒不应当醉酒。反过来说，信主的人应当被圣
灵充满而完全受圣灵的控制。也就是说信主的人不需要靠饮酒得到暂时的高潮，因为被圣灵充满能够产生长久
的喜乐，远远超过那暂时的高潮。 

「要被...充满」是一个命令！但不是基督徒靠自己能够做到的，是被神以圣灵充满的那些基督徒。这个动词的时
态是现在时态，表示是经常继续不断地加添充满。换句话说，基督徒应当天天处于满有圣灵的状况行事为人。
圣灵与圣经是彼此互补的。所以不但要被圣灵充满，也要被神的话充满：「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
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以感恩的心歌颂神。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
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西 3:16-16)。被圣道充满与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几乎完全一
样！可见圣道与圣灵是铁轨两条并行的轨道、相辅相成。 

而圣灵充满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首先，是在敬拜赞美方面的更新突破。「灵歌」:能
指在圣灵感动下的颂赞。就好像「醉」是酒喝多的表现，被圣灵充满的敬拜也非常特殊。这里所描述被圣灵充
满敬拜的表现并不受时间的限制，当时以弗所的基督徒有这样的表现，现在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敬拜也有同
样的表现！集体的敬拜有相互激励提升的作用。人类喜好音乐，用音乐唱诗赞美永活的神不但容易表达真情里
外一致，也能够达到集体同心一意不分彼此的默契。保罗提到诗章，如旧约中的诗篇以及当时用古典形式所写
的新创作；诗章常用七铉竖琴伴奏。颂词与灵歌是基督徒的作品，用来赞美称颂三一真神，其中很可能有些片
断也在保罗的书信中出现过(腓 2:5-11；西 1:15-18；提前 3:16)。虽然那时的基督徒很普遍地使用旧约的许多
经文，但他们还没有新约完整的经文，所以许多有关教义的教导也会在诗章颂词里出现，好叫大家容易记得并
且传递给其他弟兄姊妹。灵歌或是指简短在灵里受圣灵感动所唱的歌，或是指以前唱过大家熟悉有一个人开始
其余的人马上能回应的歌曲。基督徒在唱的时候都被圣灵感动。如果圣乐中有神坚固的话语以及正确的信仰基
础，它能造就帮助许多弟兄姊妹们、提高敬拜的素质。保罗鼓励基督徒唱诗歌或作曲都是真诚地发出对主的心
意。唱诗歌应当与歌词的内容有深切的认同，而不是随便唱但内心却没有感同身受。「心和」不只是内心有同
样的认可，而是全人同受一感的投入。所以基督徒集体敬拜的圣乐与非基督徒娱乐或自我表扬的音乐是十分的
完全不同的。基督徒集体敬拜的圣乐主要的作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称颂赞美献到天父面前，让天父得到当
得的荣耀、祂的心得到满足。 

思考: 你觉得神会认为你是智慧人吗？为什么？如果不会，你当如何改善？自己是否渴慕被圣灵或圣经充满？
是短暂一、二次？还是持续不断的呢？你觉得你有效地使用你的时间吗？工作的时间又如何？非常有效率
吗？有没有喝过酒？曾经酒醉过吗？如果有，滋味如何？愿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如果自己没有，有没有看
见其他人酒醉？你的感受又如何？有没有看见弟兄姊妹在颂赞或祷告时很特别的表情？对你又有什么影响？
你觉得目前你最珍惜、最宝贝的是什么？会不会花许多时间去追求？有没有被圣灵或神的话充满的经历？你
的感受如何？ 

应用： 

 请你简短快速的想一想你这一生当中最珍惜爱顾的是些什么？可能你会不加思考就把你身边所爱的人说
出来、你的教会、你的家、或者你所拥有的某些东西。但是你会不会珍惜你的时间呢？保罗教导我们要
爱惜光阴﹕「争取抓住每一个机会」不让任何机会错过，好好珍惜每分每秒的时间。如果有人拿走了你
的钱，你大概不会喜欢吧！可是你可以做工赚更多的钱。如果有人拿走了你的工作甚至你的房子，你可
能更不能容忍，不过你可以找到另一个工作、另一个房子。但是如果有人把你的时间拿走了，你再也不
能夺回过去的时间了。时光不能倒流，一去就永不回头。这就是为什么时间是那么的宝贵。现在你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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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们的神多么地重视光阴，你现在怎么使用神所给你的时间？你怎么争取抓住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
你的心胸够不够宽大能装下许多以前不曾作过的事工？ 

 酒精的作用十分明显，醉酒的人旁人很容易就看出来。但是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也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呢？
在这段经文(弗 5:18-20)保罗提醒我们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有三种外表的彰显﹕「说」、「唱」、和
「感谢」。当圣灵完全控制拥有我们时，我们就自然地「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
赞美主。」又会「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很自然地
就把内心所充满的以口、以感谢表达到外面表示对神的响应和对弟兄姊妹们彼此的鼓励。现今的人经常
表达的心态是埋怨、说无聊话，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所看到的是神对我们的美善与恩慈。你
口中所出的和你的态度如何？怎么反应出你对天父的称颂与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