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課活出新生命

以弗所書



詩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Yet NotI, But Throught Christ In Me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
面活著 （加2:20上）

中文的版本 https://youtu.be/rgF3GegSQkw

英文的版本（中文字幕） https://youtu.be/VwCJVrJDQt4

https://youtu.be/rgF3GegSQkw
https://youtu.be/VwCJVrJDQt4


分段 神的新民的行事為人 （4-6章）

1 教會合一建造（4:1-16）
- 教會保持合一（4:1-6）
- 教會保守合一的方法（4:6-16）

2 個人生命的更新-活出新生命（4:17-5:21）
本質改變 - 新生命取代舊生命(4:17-24) 
外在改變 - 恩慈取代虛詐(4:25-5:2)
聖潔生活 - 光明取代黑暗(5:1-14)
智慧生活 - 智慧取代愚昧(5:15-21)

3 家庭工作生活之道（5:22-6:9）
-妻子和丈夫(5:22-33) 
-兒女和父母(6:1-4) 
-僕人和主人(6:5-9) 

4 屬靈爭戰 （6:10-20）
5 結語 （6:21-24）

錀節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4:1）



活出新生命： 本質改變-新生命取代舊生命（4:17-24）
脫去舊人- 舊人的心思，穿上新人- 有神的形象

保羅用反問句強調有神的生命，學了基督，信徒生命應有改變

- 學了基督： 聽，領，學，神的真理和旨意已經掌管了你的思想，這真理有影響
力。信徒的人生不再灰暗，思想亦不再虛妄，不再與神隔絕，而是每一步都走在
主的光明之中，與祂相交。因此必須棄絕一切的淫亂、對污穢的愛戀，以及一切
能夠傷害個人和他人身體和心靈的事物

- 有「在基督裡」的真理領受在信徒內在生命中，就要有「在基督裡」生命改變，
保羅用舊人新人的比喻來形容生命改變：脫去。。改換一新（KJV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穿上， 是個持續的過程

- 脫去舊人：脫離一切屬於舊生活方式的事物
- 穿上新人：表示穿上神所創造、神所賜予的生命，是一個決定性的行動。新人的

生命特徵是恢復照神的所造的形象，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平行經文在西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救恩帶來生命本質改變： 基督的救恩是包括這兩方面的—消極方面救我們脫離罪惡，
積極方面給我們新生命。信徒經歷救恩，基督的救恩，真理和聖靈已經使信徒生命
內在發生變化，我們對舊生命的敗壞「脫去」愈多，新生命就愈加長進, 是持續發
生



17所以我說，且在主里確實地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20你們學
了基督，卻不是這樣。21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
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
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有神的形象（4:17-24）

學了基督：是對基督徒說的，主耶穌對信徒則叫他們「學」祂，「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太11:29），「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我給你們作榜樣，
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約13:14-15）。
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舊人」舊生命的本質，是常常隨從私慾，接受迷惑，
以為可以得到滿足喜樂，卻是無法實現而是使人更加敗壞趨近滅亡。信徒既已因
信真道，領受基督的新生命，就當然脫離一切屬於舊生活方式的事物。
心志改换一新：「改換」原文即穿上更新之意，基督徒在重生後；「心志」是人
心裡的靈，心靈便因有了新生命而改換一新，對於事物的見解和態度都有了新的
改變。
穿上新人：表示穿上神所創造、神所賜予的生命，是一個決定性的行動。「新人」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恢復了神形象和所帶來的一切深意，在品格上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仁義」是行為上，與人相處以公義相待，合於神的法則。「聖潔」是
指對神的操守，有獻身與敬虔的含意，與神的性情相合，而和一切在神之外的有
分別（西3:10「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活出新生命： 外在改變-真理恩慈取代虛詐（ 4:25-5:2 ）
不給魔鬼留地步，不叫聖靈擔憂，憑愛心行事

保羅具體討論，必須脫去的罪，新生命中應有的正面德性和各種行為，包括:消極的
禁令、積極的訓誡和動機
- 不給魔鬼留地步 (4:25-28) 
(a)棄絕謊言 (b)生氣,發怒的約束與節制 (c)不再偷竊
- 不叫聖靈擔憂 (4:29-32) 
(a)言語上-表現內在的罪 (b)日常生活上 (c)與人相處上- -恩慈，憐憫，饒恕
- 憑愛心行事 (5:1-2)
(a)要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 (b)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

生命外在改變表明體現在：言語，行為，品格，待人處事上；憑愛心行事，效法神，
作為主的門徒，以基督的心為心（腓2:1-11）

思考問題：什麼方面會「給魔鬼留地步」，這會對信徒生命造成什麼影響？
思考問題：你對「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有何理解或經歷？

不給魔鬼留地步：給魔鬼留地步是給予魔鬼「半開的門」日思夜想發怒的事，會受
魔鬼的引導，導致不仁的思想、言語、行為，嚴重破壞人際間的關係。不論是個人
靈性生活，還是群體的利益面臨危機，都務要竭力抵擋
不叫神的聖靈擔憂：神賜聖靈給信靠耶穌的人為印記，住在信徒裡面，表明其是属
于基督的，是在祂的权下由祂支配、管理。神的聖靈為犯罪的人而擔憂，對愛的人，
不能丟棄而又為其前途安危而擔憂-神的管教臨到。



4:25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捨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28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不給魔鬼留地步 (4:25-28)

棄絕謊言，說實話：引用亞8:16「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至理判斷、
使人和睦」，說實話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標準，然而在新民群體或教會生活中，因
我們互相為肢體，若不坦誠，就破壞彼此靠愛連結的團契，就像肢體間無法親密
合作。當避免奉承与恭维，谄媚的话去讨好别人，虛假的和睦不能完成協調的工
作，而是要「唯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弗4:14）
生氣卻不要犯罪：引用詩4:4「你們應當畏懼、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時候、要心
裡思想、並要肅靜」若發怒帶著難解的恨和怨，出於舊人的罪性，就是犯罪了，
若教會中懷藏成見，紛爭，積怨，不肯饒恕人，又不能靠愛心誠實面對，就造成
隔膜阻礙在基督裡的合一和相交。不可含怒到日落，怒氣要有控制不要積攢成怨
恨和苦毒。
不偷竊，勞力做工，有餘分給缺少的人：當時社會中確實有小偷，佔別人便宜的
事，保羅規勸他們要老實勞力，費力作可能使人疲倦的工作。針對現在，可以提
醒基督徒不要追求不勞力而尋求財富的途徑，基督徒的工作哲學超越了經濟理論
上公平盈利的觀點，是不以謀取個人利益為動機，而是作正經事，將有餘的施予
那缺少的人為賺錢動機。



29污穢的言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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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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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
切苦毒、惱恨、憤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32並要
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饒恕了你們一樣。

不叫聖靈擔憂 (4:29-32)

保羅例舉隱藏在心中的罪藉著言語表達出來，需要在信徒中除掉。要根除邪恶的言行，
是靠內在的愛心和聖潔的生命。保羅提出正面對信徒的要求（平行經文 西3:12「所
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
溫柔、忍耐的心」）

苦毒：拒絕和解的怨恨心和受到損害和輕忽而懷有乖戾報復的心
惱恨：深沈的怒氣
忿怒：出於私人的忿怒，以及容易被引起的暴躁脾氣
嚷鬧：憤怒之人專橫強逼所有人聽他的咆哮和爭吵
毀謗：聖經經常用以描寫反對神的話，也用來形容對他人誹謗或侮辱性言語，搬弄是非
一切惡毒：一切都是出於撒但的惡意和卑劣的氣質。

恩慈相待：实践出来的爱心，是关 心他人事务如同关心自己的内心倾向
憐憫的心：對弱者和不幸者表示的同情心和愛心
彼此饒恕：阻礙信徒行出恩慈和憐憫，往往是因受傷害或委屈而出的負面心態，唯有饒恕能解
決這負面心態，神在基督裡饒恕我們，我們對神的愛和感恩使我們可以饒恕別人。



5:1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2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
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憑愛心行事 (5:1-2)

「所以」與上文連接起來，保羅要信徒效法神，因為神已在基督里饒恕了我們；且
使我們得著新生命，這新生命有神真理的仁義和聖潔的樣式；所以我們應當效法神，
像蒙愛的兒女那樣，以神的聖潔、饒恕、和愛心對待其他信徒。
愛的標誌：饒恕和捨己

該效法神：根據信徒已經有「照神的形像造的」新生命(弗4:24)；人若沒有神的生
命，就不能效法神，只有那些擁有神生命的人，是神兒女的人，才能效法祂；「神
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1:3-4）
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效法神，並不是我們自己作的，乃是神作的，只要脫去舊
人，穿上新人，以新人來生活，神的靈就從我們身上活出神的生活，像蒙神愛的兒
女一樣。
要憑愛心行事：效法神，就要在愛裏行事為人，神就是愛，我們在愛裏行事為人，
就是以基督所作所行的為模範。『行事』用的是現在時式，表示要成為我們習慣上
的行為。
為我們捨了自己：在愛裏行事為人有個原則，就是為人捨己；基督到地上來，就是
為我們捨己，神愛我們，捨了祂的兒子，白白的給了我們，神的愛就從基督顯明出
來。





活出新生命

聖潔生活-光明取代黑暗
(5:3-14)

The Royal Walk



1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2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
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3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
婪，在你們中間連題都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4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
，總要說感謝的話。5因為你們確實地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國里，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6不要被人虛浮的
話欺哄，因這些事，神的憤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7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伙。8從
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9光明所
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10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11那暗昧無
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12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來
也是可恥的。13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14所
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閱讀經文（5:3-14）

聖潔生活 - 言行合乎聖徒的体統，基督化生活，效法神 (5:1-7)
-行為上(淫亂,污穢,貪婪) - 連提都不可
-言語上(淫詞,妄語,戲笑的話)- 都不相宜
==>總要說感謝的話
因為: (a)不合聖徒的体統(b)這些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份的(c)神的忿怒必會臨到
所以: (a)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b)不要與他們同夥
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子女(5:8-14)
- 從前是暗昧的,如今是光明的
- 行事為人當像光明的子女
(a)行主所喜悅的事 - 結出果子 (b)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
- 凡事讓光顯明, 持續行在主的光中



活出新生命： 聖潔生活-光明取代黑暗(5:3-14)
作光明之子，結出果子良善，公義、誠實，為主所喜悅

要像蒙愛的兒女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就是要有聖潔的生活。這聖潔的生活，按這
幾節所論的，都是關乎經歷上的聖潔。基督徒在地位上雖因基督的救贖，已經在祂
裡面成為聖潔；但在生活中仍當追求聖潔，好與蒙召的恩相稱。
保羅特別要信徒留意的罪有三類，要警戒和遠離

不可提及淫亂和污穢的，包括拜偶像，姦淫等污穢的心思和行事
不可提及貪婪，与拜偶像的一样，可贪心的罪绝非小罪，乃是与弃神、反叛神的罪
一样的
不可說淫词妄语和戏笑
保羅勉勵信徒：既已有了神光明的生命，就应当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来。
光明的果子不只這些，就是像這一切的。凡是屬於神的性情和神所喜悅的有關的都
該去留心思想與觀察
保羅所提出的是基督化生活的倫理道德方面。

應用問題：基督徒可以幽默說笑話嗎？什麼樣的笑話是可以說的，什麼不可以？

基督徒不是只能嚴肅，繃著臉，不苟言笑，而是可以用幽默緩解尷尬，用笑聲驅
走愁苦。但不要說粗鄙，攻擊性的笑話，而是要有恩慈，感謝，造就人的話。



活出新生命： 聖潔生活-光明取代黑暗(5:3-14)
作光明之子，結出果子良善，公義、誠實，為主所喜悅
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行事應像光明子女的理由，因為信徒的「從前」與
「如今」已有很大的分別，「從前」是暗昧的，行事與悖逆之子相同—「我們從前
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弗2:3）—但「如今」已經「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彼前2:9），行事自當與黑暗之子有分別了。光明所結的果子， 良善、
公义、诚实，都是神性情的一部分，光明的果子不只這些，凡是屬於神的性情和神
所喜悅的有關的都該去留心思想與觀察。

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無具體記
載，可能是當時的一首讚美詩洗禮時唱頌 。（相關經文，字句却不完全与旧约相符，
赛9: 2，26:19，52:1，60:1「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
照耀你」）这话可解作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使你醒過來。勸勉信徒「醒過來」：
-那些靈性沈睡的基督徒，要從沈睡、死寂里醒過來，好得著基督的光照與能力。
「從死裡復活」，從睡著的靈性情形中醒來的意思
-那些有名無實的信徒，因為他們行事不像光明的子女，沒有神兒女的生命；「蒙慈
愛的兒女」與「光明的子女」應有的行事生活之後，便大聲喚醒他們，勿再沈睡自
欺，要「從死裡復活」，得著基督的光照和生命。



活出新生命

智慧生活 – 智慧取代愚昧
(5:15-21)

The Royal Walk



15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16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
邪惡。17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
聖靈充滿。19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贊美主。20凡事要奉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21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閱讀經文（5:15-21）

智慧生活 - 智慧取代愚昧 (5:15-21) 

A 謹慎行事,愛惜光陰(5:15-16)
(a)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b)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B 被聖靈充滿(5:17-21)
"因此" ==> 
(a)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作糊塗人 (b)要被聖靈充滿-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有和諧的肢體生活 （平行經文 西3:16-17「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
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1.對神兒女: 當用詩章, 頌詞, 靈歌彼此對說
2.對主: 要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3.對環境: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4.對各種人際關係: 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活出新生命： 智慧生活 - 智慧取代愚昧 (5:15-21) 
保羅勉勵信徒過有智慧的生活-7個要：

1 要謹慎行事 2 要愛惜光陰 3 要明白主的旨意 4 要被聖靈充滿 5 要常贊美主
6 凡事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7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保羅所提出的是基督化生活的倫理道德方面。

愛惜光陰：原文是「贖回」表示曾經虛耗。未認識主之前的時光，是被虛耗的時光。
憑自己意思生活的日子，也是浪費掉的日子。我們要贖回這些光陰，要比以前更加
倍地善用時光，結更多的果子。摩西求神指教他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參詩90:12）
「數算」像吝嗇財主整天算錢財一樣對待「光陰」的態度，珍惜並活在主的旨意裡。
要被聖靈充滿：在此所注重的是被聖靈充滿的事實，而不是外在的表現或個人感覺。
有了聖靈充滿的實際，便不論生活、行事、禱告、講見證都有聖靈的能力。
和睦而充满感恩的肢体生活
A 个人方面：「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心口如一的赞美主。
B 公共方面：「彼此对说…赞美主」，彼此讲说，谈论主的恩典，互相吐露赞美主
的理由，因而发出同心的歌颂。这种美妙的属灵生活，是神的儿女们所应有的。
C 文字方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主」，用文字方面表達對神的颂赞。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凡事要依靠、仰仗主的權能，遵從、依順主的旨意。
主的名是代表主自己和主的權威，我們是信靠主的名得救，又奉主的名禱告，並憑
主的名蒙神的悅納，而領受各種屬靈的恩惠與平安。因此不可憑自己的意思而行，
唯有照主的真道而行才可以說是奉主的名行事，凡事奉主名的結果，必能使我們從
經歷中認識「主耶穌基督的名」的能力，並因常得主的恩助與支持而「常常感謝父
神」



基督化的家庭生活

妻子與丈夫相待之道(5:22-
33)

The Royal Walk



22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23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
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24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
夫。25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26要用水借著
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27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
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28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
自己了。29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30因我
們是祂身上的肢體。31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32這
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33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
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閱讀經文（5:22-33）

妻子與丈夫的相待之道(5:22-33)

1 夫妻該有的秩序 （5:22-23）
- 妻子順服丈夫，正如教會順服基督
- 丈夫是妻的頭，正如基督是教會的頭，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2 作妻子的本份 （5:22-24）
-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要在「凡事」上順服丈夫
- 當敬重自己的丈夫
3 作丈夫的本份 （5:25-33）
- 要愛你們的妻子
(a) 捨己的愛 -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b) 無條件的愛- 顯在不止息的付出與成全

(c)總要保養顧惜： 1.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2.如同愛自己一樣，愛妻子便是愛自己
- 與妻子不可分的關係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体



基督化家庭生活 夫妻相待之道(5:22-33)
妻子順服丈夫， 丈夫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二人為一體
保羅在前面提到教會生活中的秩序，基督是頭，信徒「應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新人生活中提到「常存敬
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談及基督化家庭的生活-夫妻之道，保羅呼籲夫妻要順服

神所安排的秩序和本份，有愛和合一的心，彼此相待。

順服和順從： 順從是遵照對方的意思去行，順服則是出於自願的屈就在對方的意思
之下。保羅在此重點不是丈夫有權要求妻子順從，而是丈夫愛妻子，使妻子自願的
順服丈夫。
要用水借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水」解釋有兩種：（1）認為這「水」應
指水的洗禮，意即神借著禮—屬外表的見證，和神的道，把教會分別為聖。（2）認
為這水指聖靈，是聖靈藉著神的洗淨教會，除掉污穢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為這個緣故」就是
為上節「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是祂的骨祂的肉）」的緣故，所以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本節表示了基督與教會之連合，以及夫妻之連合為一，這兩件事在屬
靈的意義上有重要的關係。夫婦之結合，不僅是神對男女婚姻的一種旨意，並且為
要表明基督與教會的合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奧秘，雖不能完全明瞭。而夫妻二人的
「成為一體」，可以幫助若干程度上領會教會與基督合一的意義

思考問題： 妻子凡事順服丈夫與男女平等相矛盾嗎？



基督化的家庭生活

兒女與父母相待之道(6:1-4)

The Royal Walk



1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里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2/3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
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
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基督化家庭生活 - 兒女與父母相待之道(6:1-4)
兒女聽從父母，父親照著主的教訓警戒，養育兒女

- 父母與兒女的關係： 是享受,是恩賜， 是托付,是重任
- 作兒女的本份：
A 要在主裡聽從父母：-是理所當然的(弗 6:1)  - 是主所喜悅的(西 3:20)
B 要孝敬父母：- 必蒙神祝福

- 作父母的本份： A 不可憑血氣管教兒女 B 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在主裏聽從父母：「聽從“含有願意傾聽和服從命令的意思)；是命令式，比順服的更強調要遵守
教訓。(1)因愛主、敬畏主而聽從父母；(2)與主合一、靠著主的力量來聽從父母；(3)照著主的意
思來聽從父母；若父母命令兒女作違背主旨的事(如犯罪)時，則不可盲從。不論是從人的道德倫
理還是聖經教導，聽從和敬重父母是應該的，但也不是盲從。 違背父母：不尊敬，不感恩父母，
是悖逆的一種表現（提後3:1-2『。。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違背

父母。。』）
不要惹兒女的氣：原文是不要激動兒女使他們發怒。保羅忠告父親不是不管教兒女，指凡事順著
兒女的想法，而是指不過分的嚴厲、暴戾、不合理或偏心，導致兒女對父母積怨於心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父親有教導和養育兒女的責任，特別在教導方面：
- 用主的教訓和警戒，來教訓並警戒兒女

- 隨著主的引導來教訓和警戒兒女
- 『養育』原文是一個孩子所受普遍全套訓練而成為成熟的人

參考箴言書，許多有關父母警戒，勸告，教導兒女的地方，父親要擔當作父親教導養育責任。



基督化的工作生活

僕人與主人相待之道(6:5-9)

The Royal Walk



5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7甘心事
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8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9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
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祂並不偏待人。

基督化工作生活 – 僕人與主人相待之道(6:5-9)

僕人與主人相待之道（6:5-9）

- 僕人事奉上的忠心職守，主人公平公正
- 不論主僕，在主裡是平等，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強調主僕是出於肉身非神本意
- 當時普遍有奴僕制度，神沒有因信基督而推翻這個制度，而是讓其自然枯死
- 適用於現在工作和雇主的上下級關係
作僕人的本份

- 對人：順從，要聽從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樣(6:5)
- 對事：盡責，要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6:6~7)
- 對主：行善得賞，要曉得主必照我們所行的報賞(6:8)
作主人的本份
- 對人：尊重下屬，仁愛相待，不要威嚇僕人(6:9上)
- 對主：基督是唯一的主，要知道在天上有一位不偏待人的主(6:9下)



基督化工作生活 – 僕人與主人相待之道(6:5-9)

作僕人是為主而做
- 要用誠實的心聽從主人：誠實順服是基督徒在世人面前的見證
要懼怕戰兢：是要十分小心謹慎，唯恐失責，富有責任感
誠實的心：基督徒在誠實上顯出與世人的分別，就是最有力的見證，包括工作、金錢、或光陰方
面之忠心，不取巧或私己，誠實乃是基督徒的特點，世人對基督徒最普遍的印象就是誠實，因我
們的神是誠實的神（約壹1:9）
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是要基督徒僕人將肉身的主人當作神一般看待，乃是要誠實的待人，是不

能用兩種不同「法碼」的，我們對基督如何忠實聽從，不茍且取巧，則對肉身主人的吩咐也應當
同樣忠實，不暗中茍且，才算是誠實的聽從。

- 存服事主的心來服事：基督徒可以借著他們所服事的人來服事主，存著要遵行神的
旨意，順服基督的心，而忠心工作，使原本只是普通的職業，也變成具體意義的事奉
要像基督的僕人：雖然那些作僕人的，可以看自己和服事基督的人一樣，在自己的職位上分別為
聖，存著榮耀基督目的來服事人。這樣做，使他們不像普通的僕人，而像基督的僕人了。

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誠實聽從主人，是為要遵行神旨意的緣故。換言之，雖然作人的僕人，仍
以遵行神的旨意為生活的最高准則。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大概當時有些基督徒的僕人，不甘心事奉他們的主人，以
為在主里是平等的，因而輕忽了作僕人應盡的本分。他們工作見證比不信主的僕人表現得更壞。

-為主所作的都必得賞：在職位上為主的榮耀而誠實忠心事奉，都必從主得賞賜；雖是
向人作工，卻要從主那裡得賞賜，因這樣行是神在天上所喜悅的

作主人的同是為主而做
- 工作社會地位雖不同，同按本份行善得獎賞，得天上的主的喜悅
- 公平公正對待僕人，不以地位權力欺壓僕人



神的新民的行事為人 （4-6章）

回顧：新人的生命所呈現福音的果效，與蒙召的恩相稱

4:2-3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23-24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4: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5:1-2你們該效法 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
為我們捨了自己
5:8-10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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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1要謹慎行事。。 要愛惜光陰。。 要被聖靈充滿。。 讚美主。。 感謝父 神。。
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回顧：新人的生命所體現與人的基本關係上

5:22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5:25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6:1-2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要孝敬父母
6:4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6:5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
6:9作主人的待僕人。。不要威嚇他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應用分享：神的新民的行事為人 （4-6章）

1「要愛惜光陰」 如何可以反應在基督徒每天生活中？
2「要被聖靈充滿的」可以反應在基督徒生命什麼方面？
3「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基督徒每天如何穿上新人？
4「不可給魔鬼留地步」若知道自己易受某種誘惑該如何處理？
5「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若上司不公正不公義，作下屬的該如何處理？
6「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若夫妻一方還沒信主，該如何順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