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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課】 

4:29 

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 

卻要適當地說造就人的好話，使聽見的人得益處。 

 在這一節所强調的是語言的壊與好，不同於前面的真實與虛謊的行動。 

 壞話 (和：污穢的言語)，既然是穿上新人的人，就不應該說任何有害的話，毀謗或輕

蔑的話。耶穌説過，進到口裡的不能使人污穢，只有從口裡出來的，才能使人污穢。 

(太 15:11)。 

 相反的，所說的應該要造就人，呂：卻要說按需要能建立人的好話。說正面鼓勵人的

話，使人的益處時，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4:30 

不可讓 神的聖靈憂傷， 

因為你們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 

 在這節的開始，原文裏有”並且”，是接著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意思是若是在語言上

沒有活出新人的式樣，就會使聖靈擔憂。 

 經文引自(賽 63:10) 他們竟然悖逆，使他的聖靈憂傷，因爲以色列人被神救贖出了埃及

之後，竟然悖逆，使神憂傷。 

 我們已經得到了救贖，藉著他的血蒙了救贖 (1:7)，成為一個新人 (2:15)。我們都成爲

聖殿，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2:21-22)。 

 因爲聖靈的同在，聖潔應該是我們的特徵印記，一直到主耶穌再來的日子。 

 但是，如果我們重回到舊人的行爲，虧損了救贖，玷污了聖潔。甚至在基督的身體

内，毀壞了教會的純潔與合一。 

思考： 

 壞話從來不出我的口，但是我對人直說的時候，我是存著愛心說的？還是為的說

了之後，心裏出一口氣？ 

 我說過的造就人的話，人得到益處嗎？ 

o 我記得些好例子嗎？ 

o 有過失敗的例子嗎？ 

o 後來補救回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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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2 

一切苛刻、惱怒、暴戾、嚷鬧、毀謗，連同一切惡毒， 

都應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彼此饒恕， 

就像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以一切 開始描述不應該有的心態和行爲，這句後面的一切惡毒 囊括了所有的心裏的

罪。 

o 與提到前面所提的生氣、含怒 (4:26)相關，雖然前面的描述：生氣卻不要犯

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似乎比較有彈性。但是在彈性中，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是很嚴厲的提示。 

o 所以在這裏就進而對一切 和一切惡毒 的警告和指示。 

 從内心的苛刻、惱怒，(和：苦毒、惱恨)，轉變成激烈的暴戾 (和：忿怒)，到公開的嚷

鬧、毀謗 的惡毒言語行爲。 

 情緒的轉變，像這樣的形容，很容易受到撒旦的攻擊，而演變成不可收拾的罪行，所

以才告訴我們都應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對一個已經穿上新人，已經被聖靈更新的人，内在心靈更新，顯示在外在行爲，活出

神的形象，有公義和真實的聖潔。 

 所以，就應該要互相友愛，存溫柔的心，彼此饒恕 (和：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

彼此饒恕)。 

o 在歌羅西書的平行經文，内容稍微豐富一些： 

所以，你們既然是 神所揀選的，是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的心腸、恩

慈、謙卑、溫柔和忍耐。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寬容，互相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饒恕人。 (西 3:12-13) 

o 在 4:32 結尾，也同樣的囑咐： 

彼此饒恕，就像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5:1-2 

因此，你們既然是蒙愛的兒女，就應當效法 神。要憑著愛心行事，好像基督愛我

們，為我們捨己，當作馨香的供品和祭物獻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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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蒙愛的兒女，是命令的基礎，加上神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把他的愛澆灌在

我們的心裡 (羅 5:5)，我們行事爲人就應當活出心裡的愛，效法賜給我們愛的父神。 

 我們，收信人/讀者/相信祂的人，是祂的兒女，效法行出祂的愛：你們要仁慈像你們

的父仁慈一樣  (路 6:36)。 

 因爲愛，替代了我們的罪，犧牲了祂自己，當作蒙悅納的供物，獻給神。是甘心的將

自己作祭物獻給神，這是完全為天父所喜悅的。 

 

思考： 

情緒的轉變， 

從内心苛刻、惱怒， 

轉變成激烈暴戾， 

到嚷鬧、毀謗言語行爲， 

演變成不可收拾的罪行。 

 我經歷過這樣的演變嗎？我仍然在苛刻惱怒中嗎？神喜悅我這樣嗎？ 

 我常常在情緒中，轉變為嚷閙嗎？我對人激烈暴戾中，神仍喜悅我嗎？ 

 我明白我説話，是毀謗人嗎？我毀謗人，我知道成爲不可收拾的罪嗎？ 

 如果我在這些罪行中，我現在怎麽辦？ 

我們是蒙愛的神的兒女，應當效法神。 

 我行事爲人憑著愛心，人感覺的到我的愛心嗎？ 

 如果我察覺別人感覺不到我的愛心， 

 我怎麽辦？要怎麽效法神？ 

四、從黑暗到光明 (5:3-14) 

至於淫亂和任何污穢或貪心的事，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提，才合聖徒的體統。 4 更不要

講淫穢和愚妄的話，或下流的笑話，這些都與你們不相稱；卻要說感謝的話。 5 因為你們

確實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污穢的或貪心的（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在基督和 神

的國裡的基業。 6 不要給別人用空言欺騙了你們，正因為這些事， 神的震怒必定臨到那

些悖逆的人。 7 所以，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 8  

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 9 光明所結

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10 你們要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 11 不要參與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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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無益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來，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作的事，連提起來也是羞恥的。 13 

凡被光揭露的，都是顯而易見的。 14 因為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所以有話說：「睡了

的人哪，醒過來，從死人中起來吧！基督必要照亮你。」 

1.禁戒淫亂與貪婪 (5:3-7) 

5:3 

至於淫亂和任何污穢或貪心的事，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提，才合聖徒的體統。 

 提到的三項惡行：淫亂、污穢、貪心，在上一章及以下經文提到。應該遠避這些罪

惡，也要避免思想和談論它們： 

他們既然麻木不仁，就任憑自己放縱情慾，貪行各樣污穢的事。 (弗 4:19)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心，貪心就是拜

偶像。(西 3:5) 

o 貪心 (和：貪婪)，特別强調為嚴重的罪。 

肉體所行的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淫亂、污穢、邪蕩... (加 5:19) 

 是必須禁戒，必須躲開的： 

神的旨意是要你們聖潔，遠避淫行 (帖前 4:3) 

 遠避的目的，是爲了要聖潔。 

你們要逃避淫亂的事。人所犯的，無論是甚麼罪，都是在身體以外，唯

有行淫亂的，是觸犯自己的身體。(林前 6:18) 

 不容許在神的國度裏： 

你們不知道不義的人不能承受 神的國嗎？(林前 6:9) 

5:4 

更不要講淫穢和愚妄的話，或下流的笑話，這些都與你們不相稱；卻要說感謝的話。 

 社會上不以爲嚴重不討神喜歡的談話，聖經裏嚴肅的列出。淫穢 和愚妄的話，下流的

笑話 (和：淫詞、妄語，和戲笑)不可以說。 

 相反的，要說感謝的話，承認神是一切福分的源頭，一切都是神所造，將感謝和榮耀

歸給神。 

 但是，人卻缺乏這樣的心意，遠離了神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尊他為 神，也不感謝他，反而心思變為虛妄，愚頑

的心就迷糊了。 (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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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因為你們確實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污穢的或貪心的（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

在基督和 神的國裡的基業。 

不要給別人用空言欺騙了你們，正因為這些事， 神的震怒必定臨到那些悖逆的人。 

所以，不要與他們同流合污。 

 在這裏二個嚴重的警告：都得不到在基督和 神的國裡的基業，和神的震怒必定臨到

那些悖逆的人。 

o 對財富與權勢的貪戀，性慾是迷於偶像的崇拜；把自我滿足或另一個人放在生

命中心，這是明明的敬拜受造之物，卻不敬拜造物主。如同在羅馬書裏所説： 

他們用虛謊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卻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

他是永遠可稱頌的，阿們。 （羅 1:25） 

o 悖逆的人，在 2:2 已經提到，不順服神的權柄，認爲掌管了自己的生活，反而

引起經歷神的憤怒。不論是在今世，或在末後面對神的審判的時候，都要經歷

神的憤怒。 

 同流合污，不能有份於悖逆的外邦人的淫行，要藉著相信接受福音，得到赦罪的恩

典，成爲神的兒女。 

這奧祕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可以同作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3:6） 

2.從前黑暗，如今光明 (5:8-14) 

5:8-9 

你們從前是黑暗的，現今在主裡卻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從前與現今的對比，信徒所經歷的主權轉移，從前屬於黑暗的轄制，如今與主的新關

係，屬於光明的領域。從舊人和新人的角度，在前面描述了： 

就要除去你們那照著從前生活方式而活的舊人。這舊人是隨著迷惑人的私慾漸漸敗

壞的...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4:22,24) 

 從黑暗與光明的意義，描述差異：不信的人是處在黑暗中，接受並且相信了基督，是

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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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裡走，卻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 8:12) 

然而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民，是屬 神的子民，為要

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2:9) 

 光明所結的果子：良善、公義、誠實，與聖靈的果子，非常相近：仁愛、喜樂、平

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 5:22-23)。 

o 良善，我們是神作成，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爲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 (2:10)，

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 (西 1:10)。 

o 公義，我們是在光明中的新人，被造是爲了彰顯屬神自己的倫理素質，如公義和聖

潔，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裡創造的 (4:24)。公義

[δικαιοσύνη dikaiosýnē]  justification:—righteousness. 公義，正直。 

o 誠實，公義和聖潔都源於神的真理，因為真理是在耶穌裡的 (4:21)。真理 [ἀλήθεια 

alḗtheia] truth:—true 真理；實話，真實，可靠，誠實。真理和誠實是同字。 

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 (4:15)  

要與鄰舍說真話 (4:25)  

5:10-12 

你們要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 

不要參與暗昧無益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來 

因為他們暗中所作的事，連提起來也是羞恥的。 

 察驗，這個動作是要經過試驗、檢查的意思，是常常被忽略，而不經思想，盲從的跟

著別人。察驗 [δοκιμάζω dokimázō] to test, examine, prove, to recognize as genuine 試

驗，察驗； 藉試驗證明； 藉證明而接受，核准。 

你所信的，你自己要在 神面前持守。人在經自己考驗後認可的事上能夠不自責，

他就有福了。 (羅 14:22)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羅 12:2) 

 使你們可以辨別是非，成為真誠無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腓 1:10) (呂：使你們

能試驗甚麼是美好的事) 

o 察驗出主所喜悅的，是美好的事，在一切善事上成全你們，好使你們遵行他的

旨意；又藉著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行他所喜悅的事。 ( 來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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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節經文中，重要的教導，是遵行他的旨意，並且藉著耶穌基督在我

們裡面，才可能辨別出主所喜悅的。 

 不要參與暗昧無益的事，行事爲人應該要像光明的兒女(5:8)，結的果是良善、公義、

誠實。 

 把它揭露出來，揭露[ἐλέγχω elénchō] to convict, refute; to find fault with, 

correct 揭發，揭露，公開； 定罪，指證；指責，指正；懲罰，懲戒  

林前 14:24 如果大家都講道，有未信的人或不明白的人進來，他就會被眾人「勸

服」而知罪，被眾人審問了。 

約 3:20 凡作惡的都恨光，不來接近光，免得他的惡行「暴露」出來。 (和：受

「責備」) 

 暗中所作的事，在上一節所提到的，暗昧無益的事，在公開或暗中的邪惡，都是黑暗

的領域。那些悖逆的人(5:6-7)，不希望他們的罪行被公開，就是被提起來也是可恥

的。 

5:13-14 

凡被光揭露的，都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所以有話說：「睡了的人哪，醒過來，從死人中起來

吧！基督必要照亮你。」 

 凡被光揭露的，黑暗隱藏了醜惡的犯罪事實，但光卻將它顯明出來。罪惡的真面目被

曝露出來，很容易的被看到。 

 所以有話說，並不是引自舊約的經文或誰所說的話，可能是當時大家所熟悉的話。 

o 睡了和醒過來，在這裏都是象徵用語，描述在屬靈死亡狀態，罪惡所造成： 

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和罪惡，原是死的...就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2:1,5) 

o 睡覺也是忘卻與醉酒的狀態，在黑暗中： 

所以，我們不要沉睡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慎。因為睡覺的人是在晚上睡，

醉酒的人是在晚上醉 (帖前 5:6-7) 

o 醒過來，起來，保羅對收信人，或是神對今天的讀者，回想起當初的悔改歸

正：已經蒙神呼召，要從靈命死亡的沉睡中醒過來，離開老舊的生活。如今已

經回應了這個呼召，基督的大能的光照耀在回應呼召人的身上，拯救了回應呼

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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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行事為人就應當像光明的兒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你們要

察驗甚麼是主所喜悅的。 

 什麽是主所喜悅的？ 

 怎麽查驗是主所喜悅的？ 

 怎麽查驗不被別人的空言欺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