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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5: 15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

和修本

因此，你们要注意自己的生活(Be careful how you live)，
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有智慧的人。 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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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49 当代版

•6他们倚靠金钱、夸耀财富，7却不能救赎自己
的生命，也无法向上帝付生命的赎价。8因为
生命的赎价高昂，无人付得起，9以致可以永
远活着，不进坟墓。

•12人不能长享富贵，终必死去，与兽无异。
13这就是愚昧人及其追随者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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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92  和修本
5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
极其深！6畜牲一般的人不晓得，愚昧人
也不明白。7恶人虽茂盛如草，作恶的人
虽全都兴旺，他们却要灭亡，直到永远。
8耶和华啊，惟有你是至高，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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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4：17-24  当代版
17因此，我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各位，不要再像不信的外
族人（教外人，新译本）一样过着心灵空虚的日子。 18他们
因为愚昧无知，顽固不化，理智受到蒙蔽，与上帝所赐
的生命隔绝了。 19他们丧尽天良，放纵情欲，沉溺于各
种污秽的事。 20但基督绝不是这样教导你们的。21如果你
们听过祂的事，领受了祂的教诲，就是在祂里面的真
理， 22就应该与从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脱去因私欲
的迷惑而渐渐败坏的旧人， 23洗心革面， 24穿上照着上
帝形象所造的新人。这新人有从真理而来的公义和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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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5: 16

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16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和修本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是个邪恶的世代。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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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12

38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
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39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
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
有神迹给他们看。 40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
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41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
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有一人：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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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14：13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
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
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
不再看见了。

约翰福音8 ：51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
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约翰一书2 ：17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
去 (pass away, 死去），但那遵行 神旨意的却存
到永远。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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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5: 17

17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17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和修本

17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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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主的旨意 (the Will of the Lord/God)

在以弗所书（和修本）一共提到六次，这是第五次 (弗5：17）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s will is. 
(新国际版）

•Understand what the will of the Lord is.    
（新美国标准版）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 wants you to do. 
（新生活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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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主的旨意）

旨意：decree, will, order 目的，意志，计划，意图，
定旨

威斯敏斯特问答第七问：神的旨意是什么？

答：根据祂计划的美意，神的旨意，就是祂永
恒的目的；为了祂自己的荣耀，祂预定了一切
将要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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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33

8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
怕他！9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10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万民的
计谋全无功效。11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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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以弗所书”时的使徒保罗

•经过了三次充满艰辛的欧洲宣教和被押送至罗马的旅程
•属灵生命非常成熟，达到了属灵的高峰
•对永生神的计划和旨意非常了解
•对教会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非常清楚
•对永生上帝话语的理解，远超过众人
•对人类罪恶的起源，危害，严重性，腐蚀性，传染性，顽固性
有超强的理解，感悟和认知

•对历史的意义非常明了，对基督徒人生的意义，目的，目标非常
明确

•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智慧等的认知和属灵
的经历，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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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主的旨意）
在以弗所书一共提到6-7次（和合本，和修本，当代版，新译本），其
中第一章提到了四次（和修本）：

第一次：（以弗所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
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By the Will of God”, 顺服神的意愿，意志，目的，旨
意做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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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以弗所书第一章）

5 祂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
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adopted son)，6使祂荣耀的
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白白赐给
我们的。

祂的旨意（意志，目的，计划，意愿）是预定我们（在基督耶
稣里有忠心的人）得到永生上帝儿子（儿女）的名分（养子）。
预定：predestine (NIV), decided in advance (N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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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问答

34问：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

答：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出于上帝白白恩典的作为（约壹3:1），使我
们被纳入上帝儿女的行列，享有上帝众子一切的权利（约1:12；罗
8:17）。
儿子：adopted son, 养子，与亲生儿子有相同的权利，同等得到产业
*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是与天父同等同质的；而我们原是犯罪堕落的亚当，
夏娃的后代，是在罪和死的咒诅之下的。但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白白的恩
典，通过基督耶稣，被接纳成为永生神的养子，就是教会。记住！建立
并坚固属于忠于基督的教会（预定拣选的人），这是神旨意（永恒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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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区别

•亚当: 未犯罪前，有正直良善公义，有择善择恶的“自由意志”，但是
上帝没有赋予他不能被罪恶玷污，腐蚀，试探，败坏的“完全自由”，
这本是上帝才有的。亚当犯罪后，沦为罪和死，撒旦的奴隶。

•耶稣：与上帝同等同质，具有神人二性，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
的人，只是没有罪性，也不能被罪胜过，反倒是胜过了罪和死，世
界，魔鬼撒旦。将来必要做主，建立基督永恒的国度和统治。

•养子（预定拣选的人，无形教会的成员): 他（她）们是被基督重价
买赎来的，是属基督的，肉体上原本是亚当的后代，却因着基督得
洁净，称义。成圣脱下肉体的束缚后，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成
为圣洁，得到像主耶稣那样不能被罪恶玷污，腐蚀，试探，败坏的
“完完全全的自由”，得享永生，远超过亚当。是天国的子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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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以弗所书第一章）

9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祂
旨意的奥秘， 10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
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
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保罗和历世历代，各方各族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
人，他们是神预定,拣选的,蒙召的人，神必要实现祂的旨意，
目的，计划，意志，意愿。
同归于一: Under the authority of Christ 一切置于基督的权柄，
规则之下，完完全全确立基督的秩序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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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腓利比书2：9-11）

9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 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天上的：已经得胜，复活得永生的门徒

地上的：还活在地上的人

地底下的：世人，罪人，不遵行主旨意的人（敌挡者）

（太25 41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
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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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7 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22当那日，必有
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
吗？’ 23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25 11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 12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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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以弗所书第一章）

11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
做万事的，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 12叫祂的荣耀从
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11 We were also chosen to belong to Him. God decided 
to choose us long ago in keeping with His plan. He 
works out everything to fit His plan and 
purpose. 12 We were the first to put our hope in 
Christ. We were chosen to bring praise to His glory.

NIV Reader versio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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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1：11在基督里，我们也成为基业了，是照着那一位的
心意而预先定下的，祂按着自己旨意的计划来运作万事， 12以
致我们这些早已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能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中文标准版

威斯敏斯特问答

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答：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
*人：蒙召拣选的人，就是无形教会的成员。
*这样的人要主动、有意识地为荣耀上帝而规划自己的生活言
行，“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使上帝的荣耀得到实际的彰显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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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4：1 （背诵经文）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
蒙召的恩相称。

As a prisoner for the Lord, then, I urge you to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calling you have received. 

NIV Reader version 1996
*以弗所书5:15因此，你们要注意自己的生活(Be careful how you 
live)，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有智慧的人。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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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主的旨意 (the Will of the Lord/God)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s will is. 
(新国际版）

•Understand what the will of the Lord is.    
（新美国标准版）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 wants you to do. 
（新生活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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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what the Lord wants you to do. 明白主的旨意
你们要：

•第四章：要将心志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要随事说造就
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helping others to build up)……
要弃绝谎言……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要彼此饶恕……

•第五章：要凭爱心行事……要说感谢的话……行事为人要像光
明的子女

•五章15：要谨慎行事…… 18……要被圣灵充满。 19要用诗篇、
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20凡事要奉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 神。 21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
此顺服。(丈夫和妻子）

25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 wants you to do. 明白主的旨意

你们不要：
•第四章：存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污秽的言语……叫神的圣灵担忧...…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
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 

•第五章：淫乱并一切污秽……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贪婪……
（贪心的就是拜偶像的）...

•以弗所书5: 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 ……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以弗所书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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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腓利比书2：9-11）

9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 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天上的：已经得胜，复活得永生的门徒

地上的：还活在地上的人

地底下的：世人，罪人，不遵行主旨意的人（敌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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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
竭力追求，或许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
的。 13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的， 14向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利比书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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