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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引言:當效法上帝(五1~2) 

• 1.禁止性方面的罪惡(五3~7) 

• 2.在光明中行事(五8~14)

二、具體提醒(五 3~14) 



希臘原文

•5:1 Γίνεσθε οὖν μιμηταὶ τοῦ 

θεοῦ ὡς τέκνα ἀγαπητὰ



1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
慈愛的兒女一樣．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Therefore, become 

imitators of God as 

beloved children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因此，成為上帝的模

仿者，就如親愛的孩

子們



你們該效法神
•在饒恕的事上，基督徒所蒙的召是要效法神。所用的
字眼(MIMĒTAI)在新約好幾處地方，都是形容效法別人，
用作效法神的只有本節。再者，這個動詞更嚴格地說
是「成爲」(BECOME)的意思。靠恩典成爲神兒女的人
必須恆忍，效法神的榜樣（參：彼2:21），以求更像
天父（參：太5:44〜45、48；路6:36）。信徒旣得著
作祂兒女這個難以置信的尊貴地位，就當以「忘我的
恩慈」作爲回應（慕勒，CB）。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台北市: 校園書房, 2012), 157–158.



蒙慈愛的兒女

•神談到耶穌基督的時候說：“這是我的愛子”（太
3:17）。想像一下，神也是這樣說我們的！實際上，
神像愛他的兒子一樣愛著我們（約17:23）。我們生
在一個與父相愛的關係中，這應該使得我們通過實
際的生活來表達對他的愛。對父來說，還需要做什
麼來表達他對我們的愛呢？我們“憑愛心行事”，
讓父喜悅，這個要求過分嗎？

• 威爾斯比, 榮耀基業：以弗所書,  (美國庫克傳播出版集團, 2012), EPH 5:1–2.



希臘原文

• 5:2  καὶ περιπατεῖτε ἐν ἀγάπῃ, καθὼς 

καὶ ὁ Χριστὸς ἠγάπησεν ἡμᾶς καὶ 

παρέδωκεν ἑαυτὸν ὑπὲρ ἡμῶν 

προσφορὰν καὶ θυσίαν τῷ θεῷ εἰς 

ὀσμὴν εὐωδία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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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and walk in love just as 

Christ also loved us and 

gave himself for us as an 

offering and sacrifice to 

God for a fragrant aroma.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行在愛中，正如基督

也愛我們，為我們獻

上自己作為祭物和祭

品獻給神，成為馨香

的香氣。



憑愛心行事

•我們效法主的另一途徑，是要憑愛心行事。本節

其餘部分，指出憑愛心行事意即彼此獻上自己。

這就是基督——我們的完美榜樣——所行的。何

等奇妙的事實！祂愛我們。祂的愛的證據就是祂

曾獻上自己，為我們死在髑髏地。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 1639.



為我們捨了自己

•這是至極之愛的最好證明。基督奮不顧己，不惜
犧牲衪自己的生命，來救贖我們脫離死亡。我們
若渴望享受這福祉，就必須以同樣的心情對待鄰
舍。我們沒有一個人已達到這麼完全的境界，但
是我們必須盡力追求。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113.



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
獻與神

•七十士譯本的詩篇40:6（來10:5引用此譯文）中，同
時使用供物(PROSPHORA)和祭物(THYSIA)兩個字。前
者大抵可解作祂順服的一生，後者則特指祂犧牲的
死亡。然而新約的用法，並不容許我們過分拘泥兩
者間的分別。這話的主要思想是愛子討神喜悅，所
以在祂裏面成爲「蒙慈愛的兒女」（1節）之人，也
是討神喜悅的。舊約以「馨香」一語，來比喩所獻
祭的犧牲在神面前可蒙悅納。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59.



希臘原文

• 5:3  Πορνεία δὲ καὶ 

ἀκαθαρσία πᾶσα ἢ πλεονεξία 

μηδὲ ὀνομαζέσθω ἐν ὑμῖν, 

καθὼς πρέπει ἁγίοι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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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But do not let sexual 

immorality and impurity 

of any kind or greed even 

be mentioned among you, 

as is appropriate for the 

saints,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但在你們中間不要

提任何形式的淫亂

和污穢，或貪婪，

正如合於聖徒的體

統，



連提都不可

• 這一章與歌羅西書第三章有許多類似之處。聰明的讀者不

需要我的幫助就能作比較。保羅列舉與基督徒的身分格格

不入的三件事，這三件事連提都不可。污穢是指一切卑鄙

和不潔的慾望。淫亂是污穢的一種。貪婪就是毫無節制的

貪心。保羅這樣禁誡他們，是為了要求他們行事為人合乎

聖徒的體統。顯然，凡是貪婪、淫亂和不潔的人，都是在

聖徒的圈子之外。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115.



方合聖徒的體統

•這話令人聯想到舊約不許提及外邦神衹之名，或

不准討論他們崇拜方式的禁令（出23:13；申

12:30；詩16:4）。以談論這些事爲樂，在言語中

贊同或姑息這種行徑，或閒言閒語、不視別人的

罪爲嚴重，或乘人不備引他作淫狎之想，都是與

蒙召爲聖徒之人身分不相稱的行爲（參看12節）。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60–161.



靠著他的血

•人疏離的根本因素是罪，基督卻爲全世界的罪，

犧牲自己爲祭。因著祂的死，猶太人和外邦人的

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兩者都能夠以前所未有的程

度親近神，亦因而能夠彼此親近。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出版社, 2012), 95.



希臘原文

• 5:4  καὶ αἰσχρότης καὶ 

μωρολογία ἢ εὐτραπελία, ἃ 

οὐκ ἀνῆκεν, ἀλλὰ μᾶλλον 

εὐχαριστία.



4 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
都不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and [let there be no] 

obscenity and foolish 

talk nor sarcastic 

ridicule, which are 

inappropriate, but rather 

thanksgiving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並且[不要]淫穢愚

蠢的談話和諷刺的

嘲笑，這些都是不

恰當的，寧可感恩



戲笑的話

• 戲笑在原文中的意思是“能夠輕易轉變”。這意味著，有一
種人在說話的時候，可以把任何一句話轉變為粗俗的玩笑。
風趣的恩賜是一種祝福，但是當它依附於一個肮髒的心靈或
卑鄙的動機時，就會成為咒詛。有些反應靈敏的人可以用不
合時宜的玩笑來玷污任何談話。我們快快地稱謝豈不是要好
得多！這是我們榮耀神、讓話語潔淨的最好方式。

• 威爾斯比, 榮耀基業：以弗所書,  (美國庫克傳播出版集團, 2012),  EPH 5:3–4.



感謝的話

• 他用雙關語勸勉讀者以感謝的話(EUCHARISTIA)取代戲笑的
話(EUTRAPELIA)。羅賓遜如此翻譯：「美妙(EU-)的機巧，
要以更眞實的美妙感恩超越其上。」加爾文等學者將
EUCHARISTIA解作「恩典的言語」，因爲4章29節說「污穢
的言語」要被「叫聽見的人得恩(CHARIS)」的話語所取代。
但這個希臘名詞並沒有這種含義較廣的用法，其相應形容
詞倒是如此使用。最低限度，把它廣義地解作感謝是可行
的。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61.



希臘原文

•5:5  τοῦτο γὰρ ἴστε γινώσκοντες, 

ὅτι πᾶς πόρνος ἢ ἀκάθαρτος ἢ 

πλεονέκτης, ὅ ἐστιν εἰδωλολάτρης, 

οὐκ ἔχει κληρονομίαν ἐν τῇ 

βασιλείᾳ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καὶ θεοῦ.



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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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

的一樣。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 For you certainly know 

this, that no immoral or 

impure or greedy person, 

who is an idolater, has an 

inheritance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and God.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因為你們要確實的知

道，凡是不道德的、

不潔的或貪婪的，凡

是拜偶像的，都不能

在基督和上帝的國度

裡得到產業。



與拜偶像的一樣

•這裡特別提到三類犯罪者，在第3節已提到——淫亂
的、污穢的、有貪心的。附帶指出，有貪心的人就是
拜偶像者。他是拜偶像者，因為對神存着錯誤的印象：
他的觀念是，神容許人在情慾上存貪婪的心，否則他
就不敢貪婪了。貪心是拜偶像的另一原因，是這樣的
心使人的主意高於神的旨意。第三個原因是其結果造
成人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造物主（羅1:25）。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1640.



希臘原文

•5:6  Μηδεὶς ὑμᾶς ἀπατάτω 

κενοῖς λόγοις· διὰ ταῦτα γὰρ 

ἔρχεται ἡ ὀργὴ τοῦ θεοῦ ἐπὶ 

τοὺς υἱοὺς τῆς ἀπειθείας.



6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

臨到那悖逆之子。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Let no one deceive you 

with empty words; for 

because of these things 

the wrath of God 

comes on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不要讓任何人用

空話欺騙你；

因為這些事，神

的忿怒臨到悖逆

之子。



不要被人虛浮的話欺哄

• 總是有不敬虔的傢伙，把先知的警告當成玩笑並加以
嘲諷。在每時代，撒旦都用迷惑者的特質，力圖以邪
惡的嘲笑來否定神聖的審判，他們良心麻痺，不懼怕
神。他們說︰「這是一件極小的過錯。淫亂在神看來
微不足道。神是有恩惠的，他不會那麼苛刻。衪造我
們不是為了要我們太苛責自己，我們的本性本來就是
軟弱的，無法自制」相反的，保羅呼籲我們必須防備
這種詭辯，免得良心被騙而敗壞。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117.



悖逆之子

•這是指不信或背叛者。請不要會錯意，保羅不是

要叫信徒過度恐懼，而是要喚醒他們注意神對悖

逆之人的可怕審判，以作借鏡。神並不是要使衪

的兒女對衪敬而遠之，而是要以父親的姿態，盡

自己所能的吸引他們到衪面前來。信徒當以此為

警惕，不應與那些必將毀滅的悖逆之子同流合污。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117.



希臘原文

• 5:7  μὴ οὖν γίνεσθε συμμέτοχοι 

αὐτῶν·



7 所以你們不要
與他們同夥。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Therefore, do not 

become fellow 

participants with 

them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因此，不要與他

們成為同伴



不要與他們同夥

•所以基於神的審判，和這種罪與神國子民

身分互不相容的事實，保羅呼籲讀者不要

與他們同夥。這字「不單是指合夥，更有

參與的意思」（斯托得）。「作他們的夥

伴」(NIV),是對宣稱自己爲基督徒的完全

否認。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63.



希臘原文

•5:8  ἦτε γάρ ποτε σκότος, νῦν δὲ 

φῶς ἐν κυρίῳ· ὡς τέκνα φωτὸς 

περιπατεῖτ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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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for you were formerly 

darkness, but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walk as children of 

light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因為從前你們是

黑暗的，但現在

你們在主裡是光；

像光之子一樣行

走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

•使徒保羅為要加強第7節急切的命令，於是作出
關乎光明和黑暗的有力講論（8至14節）。以弗
所信徒從前曾是暗昧的，但如今他們在主裡面是
光明的。保羅不是說他們曾在黑暗裡，卻說他們
本身就是黑暗的化身。如今他們藉着與主聯合，
成為光明了。主是光，他們在主裡面；故如今他
們在主裡面是光明的。他們的狀況應當與所得地
位相稱，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 1641.



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 保羅在此提出新約最普遍而鮮明的比喩，來描繪舊日
在異教中和現今「在基督裏」的生活，是如何地截然
不同。「神就是光」（約壹1:5）。光表達了神的威嚴、
榮耀（提前6:6），和完全的神聖；又表達了祂定旨要
向人啓示的眞理（詩43:3）。與神榮耀、聖潔、智慧
相反的是黑暗，而與神隔絕的世界就住在這黑暗之中。
「在基督裏」得著生命的，基本上就是從黑暗國度轉
移到光明國度中的人。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63–164.



希臘原文

•5:9  -ὁ γὰρ καρπὸς τοῦ φωτὸς 

ἐν πάσῃ ἀγαθωσύνῃ καὶ 

δικαιοσύνῃ καὶ ἀληθείᾳ-



9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
善、公義、誠實．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for the fruit of 

light consists in all 

goodness and 

righteousness and 

truth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因為光明的果

子在於一切善

良、公義和真

理



光明所結的果子

•光明所結的果子（「光明」有古卷作「聖靈」）

包括一切形式的良善、公義、誠實。這裡，良

善是個概括的詞語，包含一切道德上的優越；

公義意即在一切向神向人的事上正直；誠實就

是忠誠、公平和真實。這些性情融會一起時，

基督充滿生命的光就在陰鬱黑暗的環境中照耀

出來。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 1641.



希臘原文

• 5:10  δοκιμάζοντες τί ἐστιν 

εὐάρεστον τῷ κυρίῳ,



10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approving what is 

pleasing to the Lord,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要察驗主所喜悅

的事是什麼，



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神雖然賜下光明，卻沒有免除我們思想和選擇的
責任。羅馬書12:2，要我們「察驗何爲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是與本節最爲相近的經
文。該處經文譯作「純全」的希臘文EUARESTOS,

本節則譯爲較爲個人化的「主所喜悦的」。支配
行在光明中之人所渴想和抉擇的，是他們已經下
定的決心：求主的喜悅。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65.



希臘原文

• 5:11  καὶ μὴ συγκοινωνεῖτε τοῖς 

ἔργοις τοῖς ἀκάρποις τοῦ 

σκότους, μᾶλλον δὲ καὶ 

ἐλέγχετε.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
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and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 but 

instead even expose 

them.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不要參與黑暗的

徒勞無益的工作，

甚至要揭露它們。



責備行這事的人

•責備」和黑暗有關，因為責備乃是將隱藏之

惡顯明出來。惡人「自誇自媚，以為他的罪

孽終不顯露，不被恨惡」（詩36:2），甚至

將罪惡吹噓為美德；保羅吩咐信徒要責備他

們。這些惡行不但無益，而且有害。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119–120.



希臘原文

• 5:12  τὰ γὰρ κρυφῇ γινόμενα 

ὑπ᾽ αὐτῶν αἰσχρόν ἐστιν καὶ 

λέγειν,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
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For the things done in 

secret by them are 

shameful even to 

mention,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因為他們暗中做

的事，說起來都

是可恥的，



就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

• 使徒保羅解釋為何基督徒必不可在道德敗壞的事

上有分，並且必須棄絕。人們暗中犯這等卑鄙的

罪是低劣的；就是提起也是可恥的，犯這些罪更

不用說了。人發明這些不合自然的罪是很差勁的，

說出來也會玷污聽者的思想。故此，基督徒要受

教，棄絕這樣的罪，連提都不可。

• 馬唐納, 活石聖經注釋 (活石出版, 2013), 1641.



希臘原文

• 5:13  τὰ δὲ πάντα ἐλεγχόμενα 

ὑπὸ τοῦ φωτὸς φανεροῦτα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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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but everything exposed 

by the light becomes 

visible, for everything 

that becomes visible is 

light.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但是，被光所暴露

的一切都變得可見，

因為一切可見的都

是光。



一切能顯明的
• 「一切顯明的」，可以當作主動或被動的分詞。有人把它
譯為被動語，那麼「光」等於「充滿光明」，也就是說，
當神的道照亮那些隱蔽的惡行時，它們就會被顯露出來。
假使我們把它譯作主動，將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
「凡顯露之事物，就是光。」第二種：「凡顯明事物的，
就是光。」根據上下文，我認為第二種解釋才是保羅的本
意。他在前面勸勉他們要責備不信者的惡行，以拯救他們
脫離黑暗；然後他進一步說，光的任務是「顯明」。「光」
顯明一切事物。因此他們若不把黑暗中的行為照明出來，
就不配被稱為光了。

• 加爾文, 以弗所書註釋, (改革宗出版, 2009), 120–121.



希臘原文

• 5:14  πᾶν γὰρ τὸ φανερούμενον 

φῶς ἐστιν. διὸ λέγει· ἔγειρε, ὁ 

καθεύδων, καὶ ἀνάστα ἐκ τῶν 

νεκρῶν, καὶ ἐπιφαύσει σοι ὁ 

Χριστό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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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原文翻譯英文

•Therefore, it says,

• ‘Wake up, O Sleeper,

• and rise from the dead,

• and Christ will shine on 

you.’

希臘原文翻譯中文

•因此它說，“醒醒

吧，沉睡者，從死

裡復活，基督會照

耀你。



所以主說

•接下來的引文十分切題，但內容的確出於聖經（賽9:2，
26:19，52:1，60:1），字句卻不完全與舊約相符。其形
式（它提到基督的工作）排除了這話是聖經中沒有記載、
卻出自於主自己的口之可能。最合理的解釋是，本節是
另一首早期基督教聖詩的片段。它甚至可能是洗禮的詩
歌，因爲聖經也是用蒙了光照，來形容受洗皈信基督
（參：來6:4，10:32）。

• 富克斯, 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以弗所書, (校園書房, 2012), 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