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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課】 

五、謹慎的生活： 一般性的、基督徒家庭的 (5:15-6:9) 

 在前面所强調的行事爲人(4:17,5:2,8)16，描述收信人或讀者的生活方式，與外邦人的對

比。 

 在這裏開始的一段，是基督徒的生活(5:18-21)，接著是三層基本關係：妻子與丈夫

(5:22-33)，兒女與父母(6:1-4)，僕人與主人(6:5-9)。 

 家庭關係規則的教導(5:22-)，是直接的接著 5:21 的勸告(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

服。)，在家庭關係是被聖靈充滿的勸勉(5:18)的重要表現。 

 在這段開始的”行事爲人”(5:15)，之前已經出現强調過四次。是神永恆計劃的倫理含

意，包括讀者在基督裏的和好，成爲新人。 

o 主題句子：行事為人，要配得上你們所蒙的呼召(4:1) 

o 在聖潔中，不要回到從前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

(4:17) 

o 在愛中行事的勸勉：要憑著愛心行事(5:2) 

o 離開了黑暗，在主裏成爲光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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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o 現在再度，也是最後一次用這詞“行事爲人”，要謹慎自己行事。 

 要有智慧(5:15)， 

 被聖靈充滿(5:18)， 

 向主歌頌感恩，彼此順服(5:21)。 

  

                                                      
16 所以，我要這樣說，並且要在主裡肯定地說：你們行事為人不要再像教外人，存著虛妄的意念。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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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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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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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謹慎過生活 (5:15-21) 

所以，你們行事為人要謹慎， 

不要像愚昧人，卻要像聰明人。 16  

要把握時機，因為這時代邪惡。 17 因此， 

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 18  

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蕩亂性，卻 

要讓聖靈充滿。 19  

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20 凡事要奉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這一段是對一般生活性的教導，也與群體敬拜有關，重要的是從智慧和愚昧的角度，

描述行爲上的對比。 

 緊接著謹慎行事(5:15)，三組的”不要…要 ”的對比來解釋： 

o 愚昧人， 與 聰明人 (5:15) 

o 糊塗人， 與 明白主的旨意 (5:17) 

o 醉酒， 被 聖靈充滿 (5:18) 

5:15 

 行事為人要謹慎，(呂：仔細留意)，(kjv: See then that ye walk circumspectly) 

o 仔細，是要正確無誤的，一絲不苟，小心留意之後才去行。 

謹慎/仔細 [ἀκριβῶς akribōs] exactly, accurately, diligently 謹慎地，詳細地 

o 留意，一起的意思，表示相關與敬虔行爲，既重要又迫切。 

留意 [βλέπω blépō] to see, discern; to see with the mind's eye 注視，關注； 謹

慎，思考； 謹慎，防備 

 聰明 和愚昧，聰明人和愚昧人的對比。 

o 淵源自舊約的智慧傳統，尤其箴言所描述的。例如，箴言第 9 章整章，特別

在”(箴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 

o 不單是頭腦上的知識，包括了生活上的技巧，倫理道德上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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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實際行爲上，彰顯出的認知和見識，參考箴 1:1-7。使人領受明慧的教訓，就

是公義、公正和正直 (箴 1:3)，是從神來的智慧，人的行爲舉止就應該聖潔。 

5:16 

 要把握時機， 

o 把握 (和：愛惜；呂：爭取) [ἐξαγοράζω exagorázō] to redeem; to make wise and 

sacred use of every opportunity for doing good 買，買贖； 

o 時機 (和：光陰) [καιρός kairós] due measure; a fixed and definite time, opportune, 

the right time,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時間，時刻，時段； 正確的，適當的，合

宜的時間，危機時間，末期。 

o 把握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智慧地行事。努力的爭取時間，好叫行事爲人討主的

喜悅。 

 因爲這時代邪惡，(呂：現在的日子很險惡)，邪惡是這世代直到主耶穌再來的時候的特

徵。 

o 現在是在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控制之下(2:2)，但是基督徒已經有份於將來的世

界，基督徒已經在主裏成爲光(5:8)。 

o 雖然生活在這險惡的日子中，等候主耶穌再來的永遠得贖，不需要害怕這些日

子，反而要過充滿神的智慧的日子。 

o 善用每一個時機，行事爲人討神的喜歡。 

5:17 

 因此，不要作糊塗人，在前面 5:15 已經提到 ” 智慧和愚昧，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對

比”，因此就不應該回到過去無知的生活方式。 

 要明白什麽是主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是明顯的對比於糊塗。 

o 在 1-3 章，廣汎的指神的旨意 為神的拯救計劃，在細節裏根據上下文，在 1:9-

10 將神的旨意等同於奧秘，是廣汎的觀念，神要將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 

o 在後半的 4-6 章，二次提到神的旨意：5:17 和 6:6，在勸勉的文體中，信徒有責

任每天行出神的旨意。 

o 要明白，是理解，深入瞭解神的旨意，祂恩典的拯救計劃，而行出所呼應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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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這段經文，前面先警告，三個「不要」：不要像愚昧人、不要作糊塗人、不要醉酒。 

• 三個「不要」，最後一個是「不要醉酒」，還算容易做到。但是， 

 要如何「 不要像愚昧人」？ 

 要如何「不要作糊塗人」？ 

 

5:18-21 

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蕩亂性， 

卻要讓聖靈充滿。 19  

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這一段，在不要 做什麽之後，五個分詞修飾命令卻要「讓聖靈充滿」：呼應(和呂：對

說)，唱，頌詠(恢復本)，感謝，彼此順服。 

 5:21 是樞紐，引入 5:22-6:9 的家庭法規。有些解經學者將 5:21 與下文連用，因而分段

從 5:21 到 6:9。 

o 因此，一般從 5:22 開始分段，破壞了與 5:21 的”順服”主題之間的關係。 

5:18 

 不要醉酒，這個禁令是相對於”要讓聖靈充滿 ”，既然已經受了聖靈為印記(見 1:13 講

義注解)，不可以讓聖靈擔憂(4:30)。 

o 身爲已經”從基督所學的，卻不是這樣”(4:20)，必須照著”新人”而活。 

o 關於醉酒的道德訓勉，描寫為黑暗道路的縮影，引致放蕩毀滅不蒙悅納的核

心。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於黑夜的，也不是屬於黑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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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要讓聖靈充滿，這勸勉是要讓聖靈愈來愈多的改變收信人/讀者，成爲神與基督的形

象。之前就向父神為收信人/讀者祈求 

並且知道他的愛是超過人所能理解的，使你們被充滿，得著 神的一切豐盛。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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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基督充滿萬有，將有恩賜的人賜給祂的百姓，最終引致祂的身體得到豐滿。 

那降下的，就是那升到諸天之上的，為了要使他充滿萬有。 (4:10) 

o 接受聖靈的充滿，使我們變成神與基督的樣式，就是豐滿。就降服於聖靈的管

制，讓基督的話掌管我們的生活(西 3:16)，好叫我們可以智慧的行事(5:15) 

你們要讓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心裡，以各樣的智慧，彼此教導，互

相勸戒，用詩章、聖詩、靈歌，懷著感恩的心歌頌 神。 (西 3:16) 

o 目標是要達到在基督裏擁有的 – 豐滿與靈命的成熟。 

5:19 

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恢復本經文：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 

 呼應/說/對說  [λαλέω laléō] to talk, say, tell, utter. 發出聲音，腔調； 說話；主張，宣

告，說某事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格 複數 陽性 2980) 

 口唱/歌頌 [ᾄδω áidō] to the praise of anyone, to sing 唱，歌頌，歌唱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

格 複數 陽性 0130) 

 讚美 [ψάλλω psállō] STROKING playing-music; to sing a hymn, to celebrate the praises of 

God in song 唱歌，歌頌；讚美主；ψ.的原意是「彈」(絃琴) (現在 主動 分詞 主格 複數 

陽性 5567) 

 歌羅西教會要用詩歌和頌詞彼此教導、勸誡，含意大致相同。著眼與相互教導、造

就、與勸勉，藉著被聖靈激發的歌曲。 

西 3:16 你們要讓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心裡，以各樣的智慧，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用詩章、聖詩、靈歌，懷著感恩的心歌頌 神。 

o 靈歌，被聖靈激發的歌曲，與歌曲的自發性無關，重點在所得的靈感的源頭，

即聖靈。 

 詩章、聖詩(頌詞)、靈歌(詩歌)，不能做明確的區分。藉著這些歌曲，繼續被聖靈充滿

的群體成員，將會彼此教導、造就、勸勉。 

o 詩章 在路加福音裏，指聖經的詩篇，後來也被用來指一般性的讚美歌。 

o 聖詩 (頌詞)是指任何節期的讚美詩，見西 3:16 及本節 5:19。 

o 靈歌 (詩歌)或歌，指讚美或榮耀神作爲的歌曲，見啓 5:9 他們唱著新歌。 

 [口唱]心和地 [讚美]主 

 (直譯：用心[歌唱]且[歌頌]給你們的主；呂：用心[詠讚][歌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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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本來的二個動詞是唱歌和發出音樂，重要的是出發點在用心，出自於心。而這

心是指全人，指整個人都應該充滿讚美的歌曲，藉以實際的表達在聖靈裏的生

命。 

 這節的前半的對象是彼此，彼此對說，彼此提醒神在主耶穌基督裏成就的事。目的也

在教導並且造就身體裏的肢體。 

 後半節的唱歌與作樂是向著主耶穌。 

5: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感謝， 

o 吩咐要常常的感謝，無論是個人或教會群體，都要經常讚美，總是充滿著向神

的感謝。 

o 要凡事感謝，在耐心忍受試煉與苦難期間，必須要感恩。謙卑的感恩，降服於

神至高的主權。 

 不只是愛 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處 (羅 8:28)而感恩； 

 也為患難、所生的忍耐、毅力、所生的盼望 (羅 5:3-4)感謝。 

o 向萬物萬事的源頭父神感恩，每一件事務，所作的，無論是言語或行為，感謝

父神(西 3:17)。 

o 並且，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感謝，透過耶穌基督這位中保，因爲祂已經打

開了通道神面前的道路。 

 名是指一個人所代表和成就的一切。因此，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向父神

獻上感謝，乃是基於耶穌的所是，並且祂藉著祂的死與復活，為祂百姓

成就的一切。 

5:21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直譯：在敬畏基督中對彼此順服) 

 順服，信徒的生活若是已經被神的靈充滿，不論是個人或群體，生活在基督的身體

裏，自然就有基督裏的愛心、有肢體互相體貼的關心、在人際中將對方的利益放在自

己之前的捨己的心。 

 這樣的捨己，自然的彼此有愛心、互相關心、有捨己之心，就是彼此順服的心。先決

的條件，是被聖靈不斷的充滿，在基督裏面，對神對基督敬畏，順服基督。 

 基督徒這樣生活在基督裏，不論地位、階級、性別、所擔當的責任或功能，都自然的

在愛中互相服事，” 憑著愛心互相服事”(加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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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在聖靈裏對基督的敬畏，而產生在愛中互相的關係，就是彼此的順服。 

順服 [ὑποτάσσω hupŏtassō] to submit to one's control; to yield to one's admonition or 

advice: absolutely 置於下，制服。被動：自成順服，在服從中，聽從；自發的順

從。 

o 在這節原文的動詞是被動形態，意思是在聖靈裏對基督的敬畏中，被神的充滿

的愛，驅使彼此的順服。 

o 以基督為中心的人際關係，有愛心、關心、捨己，是平等的關係，沒有階級或

權勢的壓力或恐嚇，是神掌管的秩序 – 對基督順服，因而彼此順服。 

 

思考： 

要感謝：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還要順服： 

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我在感謝父 神時，我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感謝嗎？ 

 人際關係中彼此順服，或是在夫妻關係中彼此順服，有必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嗎？ 

 爲什麽彼此順服時，要存敬畏基督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