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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以弗所書第 4章 17-24節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地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 

他們心地昏昧，與 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 

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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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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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早安： 

   相信耶穌基督因著十字架救贖的恩典，我們擁有了一個新的身分，一個新的

性情，還有一種新的生活。 

 

外邦人與蒙恩得救的人 

聖經在一開始在這裡告訴我們，過去我們還落在外邦人的哪種屬靈的光景，也就

是我們是一個迷失的，我們心存虛妄的心行事，不確實、不踏實，我們心裡剛硬，

就是無端的與神為敵，拒絕上帝要做我們的救主，我們落在肉體的軟弱裡面，以

至我們體貼肉體，常常放縱自己行汙穢的事。 

然後，聖經就告訴我們，我們是一群在主裡蒙恩得救的人，我們是一群信耶穌基

督的人，這樣的人有一個特質就是「要去學效耶穌基督」。聖經這裡說：這樣是

基督徒，這樣一種特質是「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一

個基督徒有一個特質就是”喜歡聽神的話，喜歡領受神的話，存記在心，反覆的

思想，喜歡認識耶穌基督的義行”。 

 

只有信心，沒有行為—是死旳 

透過福音書，我們了解耶穌在這世上三年半的服事，祂如何的謙卑、祂如何的捨

己、祂如何的說話、祂如何的堅持真理、祂如何的向這個世界不妥協。這是我們

學習的，耶穌給我們一個完整生命的榜樣，我們從祂的教導、從聖經的真理的啟

示，我們領受了、我們學習了、我們存記在心，而這一切都能幫助我們，在屬靈

的道路上走得穩妥，幫助我們在信心上面，越發得堅固。所以我們能夠明白，原

來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我們的信心往前推，那是因為上



帝真理的啟示，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我們聽了、我們領受了、我們學習了，

以至我們對耶穌基督，對這位上帝的獨生兒子，對祂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對

祂為罪人付上罪的刑罰，以至祂樂意、謙卑、順服的死在十字架上，為要拯救你

我，這個信心就在真裡的啟示當中，漸漸地在我們心中、生命當中紮根。 

只是這樣的信心，如果沒有在我們的生命見證、行為當中顯明出來，弟兄姊妹，

雅各書告訴我們，信心沒有行為是死旳！你不能單領受理性的這樣十字架的救

恩，你領受這真理，要活化在你的生命裡面。保羅也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我如今活著，乃是因信耶穌基督的名而活。在你的生活

當中，你必須要顯明你對上帝信心的行為見證，相信耶穌基督，接受祂成為生命

的救主。我們受洗的時候，都為那些要領受洗禮的弟兄姊妹祝福禱告，洗禮讓他

們歸入主的名下，加入主耶穌基督的教會。弟兄姊妹，這是一個宣告、這是一個

祝福，一個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乃是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生命的救主，也是接受

耶穌成為他生命的掌權者、成為他生命的王。 

而這一個願意接受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乃是尊主為大，在生命、生活當中，願意

尊主的話而行的一個人，這是信心跟行為可以彼此相稱，也是以弗所書非常強調

的真理。你對耶穌、你對上帝那個信心是需要在你的生命當中表達出來，這樣的

表達是一種宣告。我們向罪、向那個舊人、那個死在罪惡當中的那個舊人，我們

宣告，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要秉棄，我們也在耶穌十字架的恩典當中，來穿上新人。

保羅用穿衣服來比喻，以前我們穿的是那件舊的、是那件破破爛爛的衣服，那是

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當中的外表、特質、行為模式。 

 

耶穌基督要成為你的外衣 

今天我們因著上帝的愛、因著神的恩典，我們把那件衣服脫去了，也就是我們在

十字架上與耶穌基督同死，那個同死就是：你願意在上帝的恩典當中把你那件舊

的、那件破爛的衣服不要了。弟兄姊妹，你信耶穌，不是把你那件衣服修修補補

一下，你生命當中有甚麼缺點、有甚麼破口，你藉著耶穌來彌補一下、來修飾一

下、來改變一下？弟兄姊妹，我們信耶穌，乃是要在十字架當中，把那件舊的，

破的、殘破不堪的，全然的脫下，我們乃要穿上的是耶穌賜給我們的一件彩衣、

一件新衣，耶穌基督要成為你的外衣、要成為你的生命，你要穿上這件義袍，那

就是是現在活著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的裡面活著。 

剛剛我們讀的聖經 17 節到 24 節，那是一個我們可以領受、明白的客觀真理。但

是弟兄姊妹，我想這段聖經並沒有結束，我們從 25 節開始往後一直到五章 5 節，

保羅在這裡很具體地告訴我們，一個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的生命樣式。你可以在

那幾件事情上，有所改變、有所更新，保羅在這裡用了六件事情來提醒我們，弟

兄姊妹，我想我們今天就來理解、來領受、來聽，來學習，保羅所提醒我們在生

命當中，這六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六件事情能夠具體地展現，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這是一個極美的生命見證，這也是一個我們在教會當中要注意、要留心、

要見證出來的一種生命的內涵。我們從 25 節開始，弟兄姊妹我們回到聖經，我

要講這六件事情，願上帝恩待，在我們的生命當中能幫助我們有美好的見證。 

 

保羅的六件提醒 



第一件事情：說話要誠實，我要把聖經讀，「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

舍說實話。」(弗四 25) 

第二：「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四 26)生氣不犯罪，保羅要提

醒我們，要有節制，在你的憤怒、在你的生氣、在你的情緒當中，要有節制，你

要懂得止息怒氣。止息怒氣，我想尤其對弟兄們，這是一個極大的提醒，要懂得

靠著上帝的恩典，止息怒氣。第一個說誠實話，第二，要止息怒氣，26 節。 

第三：我們再往後看，「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努力親手做正經事。」 

(弗四章 28 節)，或許過去我們喜歡不勞而獲，然而今天我們在教會裡面，我們脫

去舊人了，這裡提醒我們，要作正經事，不要偷竊、不要想不勞而獲的事情，而

且要積極的親手作正經事。這是第 28 節，要做正經事。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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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四 29)，說造就的話、說正面的話、說積極的話、說鼓勵的話，弟兄姊

妹，這是我們在言語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句汙穢的言語都不可以出口，在我們的

言語當中，不能帶著汙穢。 

第五：我們再往後看，「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弗四 31) 

弟兄姊妹，這是在教會當中極美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是要建立在存憐憫的心，

彼此饒恕、恩慈相待上面。這裡保羅非常真實地告訴我們，過去你可能落在一種

苦毒的關係裡面，如果以弗所書提醒我們，這是一個教會的生活，是一個肢體或

者是同工的關係，我們可以去領受一下，你在肢體、在同工、生活在教會弟兄姊

妹的關係裡面，是否過去落在苦毒、惱恨、憤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

心裡面有沒有這樣的苦毒？保羅說：我們這些重新得救的人，脫去舊人，穿上新

人的人，要把這一切從我們中間除掉，取而代之的那個新人是：以恩慈相待，存

憐憫的心，彼此饒恕。這是一個新人的特質，從苦毒到彼此相愛，弟兄姊妹，這

是一個教會肢體生活極大的更新。 

第六：在第五章的 3 節到第 5 節，我來讀這段聖經，第 3 節到第 5 節，「至於淫

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淫詞、妄

語，和戲笑的話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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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最後保羅

提醒我們，你要過聖潔良善的生活，過去是一種外邦人生活的特質，外邦人生活

的內涵、生活的行為方式，但是，今天我們在基督裡、在教會裡，我們所顯出的

要特別被提醒，汙穢的思想、言語、行為都不合體統，而要說感謝的話。 

 

六個提醒和世界上道德行為規範的提醒之差別 

如果我們只把保羅的這六個提醒與我剛剛所說的內容來表達，你會發現，這和世

界上道德行為規範的提醒有甚麼差別？保羅提出這六個教導、提醒，其實他是有

真理、神學的根據和提醒，我想我剛剛沒有唸的地方，我現在要重新回來再唸給

弟兄姊妹聽。 

 

棄絕謊言—因為我捫互為肢體 



第一個，我們回來看，你們要棄絕謊言這一段，保羅乃是說你們要棄絕謊言，與

鄰舍說誠實話。因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互為肢體。我們在基督裡

彼此連結，我們是神家裏的人，我們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弟兄姊妹，我們每一

個人都在基督裡，彼此連結，以至在那個真理的裡面、在那個關係的裡面、在那

個上帝救贖愛的裡面，你要知道，你也必須去，在肢體的關係當中說誠實話，因

為我捫互相為肢體。 

 

止息怒氣—不給魔鬼留地步 

第二：我們再往後看，保羅說止息怒氣，我從 26 節再讀，「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保羅的理由是：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弟兄姊妹，我們在教會

裡面，如果你心中怨毒一個人、如果你心中惱怒一個人、如果你心中對一個人有

極大的怒氣，你不願意放下，保羅在這裡給一個非常好的屬靈提醒，小心給魔鬼

留地步。那是我們在關係上的破口、那是我們在彼此相愛上的破口，我們可能因

著怒氣，無法止息，而讓魔鬼在我們當中，有工作的機會、有破壞的機會、好叫

我們彼此不和睦，以弗所書強調的是，在基督裡行事為人，當與所蒙的恩相稱，

那是合一的生命見證。弟兄姊妹，當我們在教會當中，與人那怒氣無法止息的時

候，那也是魔鬼在我們當中破壞，無法合一的時候，保羅提醒我們，不是你生氣

可以不可以的問題，而是當你在怒氣當中，無法止息、無法節制的時候，你會成

為魔鬼工作的器皿。 

 

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第三：我們再往後看，做正經事，28 節，保羅最後說：「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

的人。」弟兄姊妹，我們作正經事，過去偷竊的，不要再偷。以至保羅提醒我們，

要好好地工作、好好地賺錢，不是只提供自己一切生活的所需，讓我們的生命、

工作能夠見證上帝，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是：你可以把你的工作所得，拿有

餘的，分享給教會當中或者是你身邊有缺乏的人。做正經事的一個附帶，非常重

要的意義是：你可以把上帝給你的恩典，向那些缺乏的人分享，你可以成為上帝

使用的器皿，讓你成為幫助人的一個重要的管道。上帝賜給你有餘的，可以分給

那缺乏的人。 

 

說造就人的話—免讓聖靈擔憂 

第四：為甚麼要說造就人的話，因為我們的說話，常常讓聖靈擔憂。我們原是受

了他的印記，我們這些重新得救的人，是有聖靈的印記在我們的身上。以至我們

的說話要特別地謹慎，聖靈會擔心我們說話的內容、聖靈會擔心我們說話的態

度、聖靈會擔心我們說話的方式。弟兄姊妹，有的時候我們說話的內容，都沒有

問題，但是我們表達的態度、我們說話的方式、卻讓聖靈擔心。我們說話要説的

得宜，好叫人得益處，乃是你要知道那位在我們身上有印記與我們同在的聖靈，

常常在擔心我們說話。 

 

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因為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我 



第五：我們要恩慈相待，我們看 32 節最後，聖經這裡說：「正如神在基督裡饒

恕了你們一樣。」弟兄姊妹，我們要彼此恩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不是你

比別人有愛心、不是你比別人更懂得，甚麼叫做赦免、甚麼叫做寬恕、甚麼叫做

饒恕。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我們今天能夠去赦免、去饒恕、去原諒、去寬恕別

人；乃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大罪人，而我們這個大罪人，卻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當

中，我們被赦免了，我們原本不當被赦免的罪，卻在神的愛和神的赦免耶穌基督

的十字架當中，神在基督裡饒恕了我們。如今我們彼此饒恕、彼此相愛，那個最

重要的核心真理是在原來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我。 

 

貪戀污穢、淫亂、貪心—在神的國裡無分了 

最後：我們在教會裡面，要活出聖潔、良善的生活。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我從

第五節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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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既靠著聖靈入門，進入到基

督的救贖恩典當中，我們不是靠著肉身在去成全上帝的恩典，我們乃是藉著信心

讓上帝、讓聖靈、讓基督，活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真理的仁義和聖潔是要活在

我們這些蒙恩、重生得救的人身上。如果我們的生命還貪戀污穢、貪戀淫亂、貪

戀貪心，保羅在這裡說：基督和神的國，我們在裡面都無分。這不是一個客觀真

理的問題，而是這個十字架救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裡面，並沒有真正的成為你

生命的內容，雖然你覺得，你接受了這十字架的真理，可是，若我們還活在過去

哪個污穢、淫亂、貪心的生活裡面，其實我可以說，我們並沒有真正的重生得救，

我們並沒有接受耶穌成為我們的救主，我們也並沒有讓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王，

全然掌管我們的生命。 

 

六件在教會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保羅在說”我們要穿上新人”！他說了這六件，在教會生活當中，非常非常重要

的事情。 

說誠實話—不做假見證、不毀謗、不定人的罪、不扭曲人的話 

弟兄姊妹，要說誠實話，我覺得說話，非常的需要上帝的恩典，聖經也說：我們

非常的詭詐，我們懂得如何用言語來隱藏我們；我們懂得用言語，如何得來顯明

我們。你知道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有的時候，也落在我們會用屬靈的言語和

態度來隱藏。說誠實話，真的説了，有的時候，對人是一種傷害，我們就擔心，

落在那這種傷害裡面，以至我們常常說不誠實的話，求主幫助我們，無論是面對

生活、面對人、面對事奉，我們在教會裡面，學習說誠實話，因為說誠實話，在

聖經的意義來說：就是說出真理。你承認真理，你就必須在生活當中說誠實話，

不做假見證、不扭曲人的話、也不背後說人的話，不毀謗人、不隨便定人的罪，

我想這都可以含括在說誠實話的裡面。 

 

生氣時—先不說話、先安靜、先禱告，先自己反省 

止息怒氣，聖經提醒我們，生氣不犯罪，要有節制。因為我們都明白，生氣的背

後，生氣的內涵，容易讓我們在意念上產生仇恨，在行為上產生報復；生氣也容



易讓我們在口舌上犯罪，弟兄姊妹，生氣，卻不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常常這

是一個在生活當中，不容易操作的學習的。你能夠體會，生氣卻不犯罪嗎？好不

好，我們先來學習，當你生氣的時候，嘴巴不要說話，當你生氣的時候，嘴巴不

要說話，勒住你的舌頭，你慢慢去體會，生氣的時候，能夠安靜，看看上帝能不

能夠幫助你，生氣卻不犯罪，我們常常在生氣當中，很容易表達的，不討上帝的

喜悅，就是在我們的口舌；我們在生活上學習操練看看，以後當我們生氣的時候，

我們先不說話、我們先安靜、我們先禱告，我們先好好的自己反省。憤怒情緒太

久，對自己是一種傷害；憤怒情緒太久，是把自己放在一種危險的屬靈光景當中；

憤怒太久是把自己交給撒旦、交給魔鬼；憤怒太久是造成教會合一的破口。生氣

會使我們怒罵、毀謗、仇恨，甚至落在怨毒當中，節制是一種屬靈的果子，是聖

靈的果子，你要面對魔鬼撒旦的攻擊和作為，願上帝幫助我們，即或生氣，在我

們的生命當中，也活出、也結出那聖靈的果子；在怒氣當中，懂得節制。 

 

做正經事—不偷竊、上班不偷懶、不投機 

第三要做正經事。正經事，偷竊是不法的、不當的、不宜的取得，是自己所不該

擁有的。弟兄姊妹，上班的時候，做自己的事情，你覺得可以嗎？合適嗎？或者

我們也覺得，啊！上班的時間總有ㄧ些休息的機會；總有一些，我們把工作做完

了，剩下的時間，我們好來做自己的事情；上班的時間讀聖經可以嗎？這些都是

屬靈的事，上班的時間上網可以嗎？購物好嗎？上班的時間來看看弟兄姊妹在做

甚麼？把 Face book 打開，在工作的時間，偶而和弟兄姊妹在 Face book 上聯

絡一下，平常我們工作太緊張了，把電動玩具打開，玩個 3 分鐘、5 分鐘可以嗎？

弟兄姊妹，這些真的都是無傷大雅的事，但是，當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求聖靈

光照我們，幫助我們，當別人看到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小心絆倒人，小心絆倒

人！我覺得我們在上班的時間、在工作的時間，做這些事情，也求主幫助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盡量不要在上班的時間做這些可能會絆倒人的事。如果這些事，

我把偷竊作為更大的延伸，你在上班的時間，做你不該做的事情，我想這就是一

種偷竊引伸的意義，求上帝幫助我們。 

在這裡神要我們親手做工，那可以免除我們心中的貪婪，我不需要做問卷調查，

我都盼望我們當中，沒有人去買樂透，我希望我們教會弟兄姊妹沒有人去買樂

透，我也不希望你有一個很屬靈的理由，牧師，我買樂透，我中了，我就奉獻給

上帝，我一定會奉獻十分之一獎金給上帝。弟兄姊妹，上帝不缺這個錢，上帝不

缺這個錢，盼望我們不要落在哪個投機，想要不勞而獲的那樣的態度當中，我們

忠心的工作，把上帝賜給我們那個恩典，可以多多的分享給我們身邊的人。 

 

說造就的話—不說壞話、不說髒話、不說傷人的話、不說抱怨的話 

第四：說造就的話。弟兄姊妹，不要說壞話、也不要說髒話，或許過去，我們有

一種習慣，不自覺會把一些不當的詞句、言語掛在我們的嘴上，求主憐憫，讓我

們說話的時候，去除那些汙穢的言語；也不要說傷害人、損人不利己的話，言語

是帶著能力的，弟兄姊妹，言語是帶著極大的能力的，你說話能夠傷害人，說話

也能夠祝福人，言語的傷害，對人所帶來的影響，在人的心中，是長久不能磨滅

的。願主幫助我們，在說話的時候，謹慎小心，我們在教會裡面，常常聽到一些

負面的言語，或者聽到ㄧ些抱怨，聽到一些論斷。弟兄姊妹，但願我們聽到這些



負面言語、論斷、抱怨話的時候，我們不要再成為那些抱怨、論斷話語的傳遞者，

求上帝給你一個正面的思想、給你一個積極的言語，給你一個說造就人話語的智

慧，讓你自己不要被這些影響，也讓那些告訴你負面的、批評、論斷、抱怨話語

的這些人，也因著你的正面、積極、說造就的話，使他可以被改變。曠野甚麼都

不長，但是曠野最多的就是怨言、就是抱怨！說造就人的話，好叫聽到的人都得

說造就人的話、好叫聽到的人都得益處，不要叫聖靈擔憂，剛剛我們說話不得體，

你就知道聖靈在擔心，我們說話的內容。 

 

恩慈相待—與那得罪你的人合好 

第五：恩慈相待。我剛剛說到了那個重點是：耶穌基督，祂的愛，在十字架上對

我們一切的饒恕；弟兄姊妹，饒恕那得罪你的人；不是去請求，那你所得罪的人

的饒恕，固然這也是需要。但是你更需要主動的去，與那得罪你的人合好，讓我

們可以在教會裡面，彼此相愛，同心合意的敬拜上帝。盼望在我們一起敬拜的當

中，我們彼此之間，不是有嫌隙的，而是真實的在我們彼此相愛的裡面，因著上

帝的榮耀，我們在這裡可以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神，十字架將兩下合而為一，這

兩下或許是彼此為敵、彼此不和睦、彼此有虧欠的人，而十字架要將這兩下，在

基督的愛裡合而為一。在教會當中，你覺得有人虧欠你，弟兄姊妹，你求上帝給

你恩典，主動的去與他合好，恩慈相待，彼此相愛。 

 

求上帝保守我們的言語 

保羅提出的這六點，幾乎都和說話有關。弟兄姊妹，我們回去看保羅這六個提醒，

幾乎都和說話有關，以至最後我求上帝保守我們，保守我們的言語、保守我們的

口舌、保守我們在說話上，能說誠實話；保守我們在說話上，能說造就人的話。

最後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要脫去那一切的淫亂、汙穢和貪心，好叫我們在生活、

在肢體的關係裡面，常常說感謝的話。願上帝藉著我們的口舌，不斷不斷地，稱

謝、讚美祂的榮耀，也願這六個非常具體的教會生活的提醒，讓我們在肢體關係

上，非常真實地去享受十字架的愛。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謝謝你，讓我們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裡面，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聖經所舉

這六個非常具體的生活例子，來幫助我們，如何的在基督恩典當中，活出討神喜

悅的生命和行為。願上帝保守我們的口舌，似乎我們的嘴，常常容易得罪神，得

罪人，而我們的言語，也反應了我們的心思和態度。願上帝潔淨這一切，好叫我

們活出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