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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Ephesians 4:14-32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劉會漢劉會漢劉會漢劉會漢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
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

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後後後後書書書書 5:175:175:175:17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 不再不再不再不再作小孩子 (v.14)

二. 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像外邦人 (v.17)

三. 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偷 (v. 28)

四.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v.30)



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
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
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
樣的異端。。。。

一一一一....不不不不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 (v.14)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4:144:144:144:14



一一一一....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小孩子不再做小孩子 (v.14)

1.小孩子容易相信小孩子容易相信小孩子容易相信小孩子容易相信人人人人

9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

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

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10好叫

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歌歌歌歌羅西書羅西書羅西書羅西書 1:91:91:91:9----10101010



一一一一....不不不不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 (v.14)

2. 在日常生活上，小孩子只能吃奶小孩子只能吃奶小孩子只能吃奶小孩子只能吃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吃乾糧吃乾糧吃乾糧吃乾糧。。。。

看你們學習的工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
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
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

希希希希伯來書伯來書伯來書伯來書5:125:125:125:12



一一一一....不不不不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再做小孩子 (v.14)

3. 小孩子需要成人的指孩子需要成人的指孩子需要成人的指孩子需要成人的指導導導導

2「耶何耶大在世的時候，約阿施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正的事。」他重新修造了聖殿。 15「耶何耶
大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死的時候年一百
三十歲，」 17-18 「耶何耶大死後，猶大的眾首
領來朝拜王；王就聽從他們。他們離棄耶和華
－他們列祖神的殿，去事奉亞舍拉和偶像；因他
們這罪，就有忿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冷。」

歷歷歷歷代志下代志下代志下代志下24242424::::2, 15, 172, 15, 172, 15, 172, 15, 17----18181818



二二二二....不不不不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 (v.17)

所以我說，且在主裏確實地說，你們
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虛妄的心虛妄的心虛妄的心行事。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4:174:174:174:17

1.1.1.1.他他他他們憂慮吃們憂慮吃們憂慮吃們憂慮吃、、、、喝喝喝喝，，，，不追求神的不追求神的不追求神的不追求神的國國國國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
甚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
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馬馬馬馬太福音太福音太福音太福音 6:316:316:316:31----32323232



二二二二....不不不不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 (v.17)

2. 他們放縱私慾他們放縱私慾他們放縱私慾他們放縱私慾、、、、邪情邪情邪情邪情，，，，不認識不認識不認識不認識神神神神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不認識神不認識神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 4:54:54:54:5

3. 他們是惡人他們是惡人他們是惡人他們是惡人，，，，忘記忘記忘記忘記神神神神

惡人，就是忘記神忘記神忘記神忘記神的外邦人，都必歸到陰間。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9:179:179:179:17



二二二二....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 (v.17)

4. 他們奔跑放蕩無度的他們奔跑放蕩無度的他們奔跑放蕩無度的他們奔跑放蕩無度的路路路路

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惡慾、

醉酒、荒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

時候已經夠了。他們在這些事上，見你們

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怪，

毀謗你們。
彼彼彼彼得前書得前書得前書得前書 4:34:34:34:3----4 4 4 4 



二二二二....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 (v.17)

5. 他們心地昏昧他們心地昏昧他們心地昏昧他們心地昏昧，，，，沒有神的生命沒有神的生命沒有神的生命沒有神的生命。。。。放縱放縱放縱放縱
私慾私慾私慾私慾，，，，行各樣的污行各樣的污行各樣的污行各樣的污穢穢穢穢

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
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裏剛硬； 良心
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
污穢。

以以以以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 4:184:184:184:18----19 19 19 19 



二二二二....不不不不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 (v.17)

6. 沒有律法沒有律法沒有律法沒有律法，，，，也不追求也不追求也不追求也不追求義義義義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沒有律法的外邦人沒有律法的外邦人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
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
律法。

羅羅羅羅馬書馬書馬書馬書 2:14 2:14 2:14 2:14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那本來不追求義不追求義不追求義不追求義
的外邦人的外邦人的外邦人的外邦人反得了義，……

羅羅羅羅馬書馬書馬書馬書 9:30a 9:30a 9:30a 9:30a 



二二二二....不不不不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 (v.17)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
來。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
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 邪 靈。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
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以以以以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 2:12:12:12:1----3333



二二二二....不不不不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要再像外邦人 (v.17)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
神為敵麼？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
為敵了。

雅雅雅雅各書各書各書各書 4:44:44:44:4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
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約約約約翰翰翰翰一一一一書書書書 2:152:152:152:15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
是聰明。

箴箴箴箴言言言言 9:10 9:10 9:10 9:10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
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
給那缺少的人。

以以以以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 4:28 4:28 4:28 4:28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1.1.1.1.不要偷神的時間不要偷神的時間不要偷神的時間不要偷神的時間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
八十六歲。

創創創創世記世記世記世記 16:16 16:16 16:16 16:16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
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
完全人。

創創創創世記世記世記世記 17:1 17:1 17:1 17:1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1. 不要偷神的時間不要偷神的時間不要偷神的時間不要偷神的時間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詩詩詩篇篇篇篇 90:12 90:12 90:12 90:12 



三三三三. . . . 不要再偷不要再偷不要再偷不要再偷 (v.28)

2. 不要偷神的錢不要偷神的錢不要偷神的錢不要偷神的錢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
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歌歌歌歌羅西書羅西書羅西書羅西書 3:23 3:23 3:23 3:23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2.不要偷神的不要偷神的不要偷神的不要偷神的錢錢錢錢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 。
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 呢？』
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

瑪瑪瑪瑪拉基拉基拉基拉基書書書書 3:83:83:83:8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
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
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傾福傾福傾福與你們，甚至無
處可容。

瑪瑪瑪瑪拉基拉基拉基拉基書書書書 3:103:103:103:10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3. 不要偷神的才不要偷神的才不要偷神的才不要偷神的才幹幹幹幹

21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
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6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
30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
必要哀哭切齒了。

馬馬馬馬太太太太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25:21, 26a, 3025:21, 26a, 3025:21, 26a, 3025:21, 26a, 30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4. 不要偷神的榮耀不要偷神的榮耀不要偷神的榮耀不要偷神的榮耀

21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
對他們講論一番。
22百姓喊著說：這是神的聲音，不是人的聲
音。
23希律不歸榮耀給神不歸榮耀給神不歸榮耀給神不歸榮耀給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

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

使使使使徒行傳徒行傳徒行傳徒行傳 12:21-23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4. 不要偷神的榮不要偷神的榮不要偷神的榮不要偷神的榮耀耀耀耀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

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馬馬馬太福音太福音太福音太福音 5:16 5:16 5:16 5:16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我父就因此得榮耀我父就因此得榮耀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

就是我的門徒了。
約約約約翰福音翰福音翰福音翰福音 15:8 15:8 15:8 15:8 



三三三三....不不不不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要再偷 (v.28)

4. 不要偷神的榮不要偷神的榮不要偷神的榮不要偷神的榮耀耀耀耀

11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神看你

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

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2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

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神並

主耶穌基督的恩。
帖帖帖帖撒羅尼迦後書撒羅尼迦後書撒羅尼迦後書撒羅尼迦後書 1:111:111:111:11----12121212



四四四四....不不不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要叫神的聖靈擔憂要叫神的聖靈擔憂要叫神的聖靈擔憂（v.30）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
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
來到。

以以以以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 4:304:304:304:30



四四四四....不不不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要叫神的聖靈擔憂要叫神的聖靈擔憂要叫神的聖靈擔憂（v.30）

什麼讓我們裏面的聖靈擔憂呢什麼讓我們裏面的聖靈擔憂呢什麼讓我們裏面的聖靈擔憂呢什麼讓我們裏面的聖靈擔憂呢？？？？

罪
該做的不去做
貪愛世界
不順服

所以，
19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帖帖帖帖撒羅尼迦前書撒羅尼迦前書撒羅尼迦前書撒羅尼迦前書5:195:195:195:19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旅旅旅旅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

12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
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得以長大成人得以長大成人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滿有基督長成的身滿有基督長成的身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量量量
以以以以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弗所書 4:124:124:124:12----13131313

18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
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
遠。阿們！

彼彼彼彼得後得後得後得後書書書書 3:3:3:3:18181818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旅旅旅旅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

26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
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
27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埃提阿伯人，
是個有大權的太監，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
手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28現在回來，在車上坐著，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29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

使使使使徒行傳徒行傳徒行傳徒行傳 8:268:268:268:26----29292929



一.一.一.一. 不再不再不再不再作小孩子 (v.14)

二. 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像外邦人 (v.17)

三. 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偷 (v. 28)

四.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v.30)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旅旅旅旅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
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
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羅羅羅馬書馬書馬書馬書 12:112:112:112:1----2222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旅旅旅旅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途與目的地

熟讀聖書勤思考，(提後3:16)

聚會不停常禱告，(來10:25;帖前5:17)

同心合一讚主名，(徒2:46;約18:23;詩 34:1)

竭力傳講救恩道。(徒1:8; 太10:32-33)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旅途與目的地旅途與目的地旅途與目的地旅途與目的地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

腓腓腓腓立比書立比書立比書立比書 1:6a1:6a1:6a1: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