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書 (Ephesians)

5 : 15 - 17

珍惜光陰 為主而活
Cherish the Time and Live for the Lord



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

16.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唐朝詩人王貞白說：

「一寸光陰一寸金，寸
金難買寸光陰。」



佛蘭克林說∶

「若是你喜愛生命，就
不可浪費時間」。

約翰衛斯理說∶

「不可荒廢時間，也不
要讓時間輕易過去」。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
都消耗在無指望之中。
」

(約伯記 7 : 6)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
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

(傳道書 11:6)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
今是世代邪惡。」

（以弗所書 5 : 16）

保羅提醒基督徒在這邪
惡的世代要珍惜光陰，
要抓緊時間愛主，充分
利用時間學習與做主聖
工，切不可中了魔鬼的
詭計。



第三個應徵者走上
前來，不徐不急地
說：「我到了人那
裡，會常常勸他們
說：不著急，慢慢
來，我們有的是時
間。撒旦聽了，這
才滿意地點點頭。
」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書 5 : 15 – 17)

這段經文很明顯的，保羅在教導教會中每一位弟兄
姊妹，應該要「愛惜光陰」，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如果我們仔細思想，保羅事實上還有一個更深的提
醒：「愛惜光陰」這四個字，對不同的人可能有不
同的觀點與定義。



可能有的人會說歲月不饒人，我一定要趁著年輕為今
生打拼，我一定要好好追求我童年的夢想，這也是一
種「愛惜光陰」。另外有一種人可能會認為青春有限，
趁著我還跑得動，應該要遊山玩水、盡情享樂，絕不
讓生命留白，這也是「愛惜光陰」，但這絕對不是保
羅的意思。

一個人若是沒有正確的「人生觀」，他不可能會有正
確的「時間觀」；換句話說，一個人想到的都是地上、
都是今生，而沒有想到永恆的話，他不可能明白保羅
所說的「愛惜光陰」的真正意義。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
活過來。」

(以弗所書 2 : 5)

死了又活了，表示我們過去在罪惡過犯中的老我已
經死了，而現在是一個在基督裡活過來的人，也就
是新造的人，自然而然就有一個新的價值觀。如此
一個新的生命，才會知道什麼是要「愛惜光陰」。



「並且祂替罪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
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哥林多後書 5 : 15)

這就是保羅生命被更新後，他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就
是要「為主而活」。



到底我們要如何「愛惜光陰，為主而活」呢？從我

們今天的主題經文中給我們三個提醒：

(一) 當像智慧人。千萬不要作個愚昧人枉費了今生。

(二) 要愛惜光陰。這個邪惡的世代，會讓我們不

知不覺地就虛度了光陰。

(三) 明白主的旨意。千萬不要糊里糊塗地過日子，我

們要知道我們的生命是何等可貴。



(一 )當像智慧人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以弗所書 5 : 15)

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智慧人就是會「愛惜

光陰」，愚昧人就是會「浪費生命」。沒有一個人

會承認自己是愚昧人，而我們也不能因此自認為是

智慧人，今天是神怎麼樣來看我們？



(一 )當像智慧人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箴言 9 : 10)

我們如果不敬畏神，我們絕對不是神眼中的智慧人

；一位敬畏神的人，必定會「愛惜光陰」。一位愛

惜光陰的人也會體認生命的有限，就會善用他的一

生。



「時間就是金錢」，你可
以用時間去工作換取金錢
，但是我們用再多的錢也
買不到時間，因為時間是
無價的。我們的一生就是
用時間累積而成，而我們
的一生也是無價的，無價
的一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為主而活」。



(一 )當像智慧人

大衛是一個敬畏神的人，他在詩篇39:4節經文說到

：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

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

大衛向神禱告說，叫我曉得何時是我生命的盡頭？

也叫我曉得我的壽命可以活多久？讓我知道我的生

命不長。



(一 )當像智慧人

大衛要表達的是讓神時常提醒他，他在地上不過是

客旅、是寄居的，他在地上的年日不過是短暫的歲

月，他要善用有限的人生來「為主而活」。



(一 )當像智慧人

摩西也在詩篇90:10、12節講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

「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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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實上，這句話到今天都還應驗，就是我們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在現今世界許多醫療

發達國家人們的壽命平均也就是七十歲到八十歲。；然

而，在三千多年前摩西就已經預言了。



(一 )當像智慧人

接下來摩西說了一句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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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知道我們在

地上的年日是有限的，以至於我們需要「珍惜光陰」，

好使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因此，讓我們用敬畏耶和華的

心，來度過我們有限的生命。



Dead ahead clock 「面對死亡時鐘」

當你輸入了自己的出生年
月日，你的性別、居住的
國家，然後回答一、兩個
簡單的健康的問題；按一
個啟動以後，他馬上告訴
你，按著那個國家平均一
般的壽命，可以算出來你
還有多少日子可以活？



Dead ahead clock，「面對死亡時鐘」

這只是一個電腦的程式，不
是一個絕對的數字。基督徒
必須明白我們生命的每一天
都是上帝的恩典，沒有一天
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人可以
保證我們還有明天。所以，
我們既然知道生命有限，我
們作一個智慧的人，我們就
應該要珍惜把握每一天「愛
惜光陰」。



(一 )當像智慧人

有人說時間有兩個敵人，一個是「過去」，一個就是「

未來」。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我們把焦點一直放在過

去，或是投射未來的話，我們就不知不覺會錯過今天；

當我們一直錯過今天，時間就會流失掉，所以過去和未

來就變成時間的兩大敵人。



(一 )當像智慧人

我們所讀的經文中說到兩種人，一種是「愚昧人」，一

種是「智慧人」。這兩種人都會有過去，也都將面對未

來，可是這兩種人在面對過去和未來，有不同的態度。

到底我們是屬於哪一種人，這要看我們是哪一種態度？

「愚昧人」對過去有兩種態度，對過去的失敗很後悔，

對過去的成功非常陶醉；「愚昧人」通常不是活在悔恨

當中，就是活在「想當年如何如何」而自我陶醉。



(一 )當像智慧人

一個「智慧人」對過去的態度不是如此，「智慧人」對

過去會引以為戒，避免重蹈覆轍；而對過去的成功不會

驕傲與沾沾自喜，他會以過去的成功成為階梯，不斷地

提升自己。「愚昧人」面對將來總是憂慮，或不切實際

的夢想。一個「智慧人」總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他們對未來的態度就是「愛惜光陰、把握今天」。



(一 )當像智慧人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

(哥林多後書 6 : 2)

保羅的意思是「現在正是蒙神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接

受神救恩的日子」。我們必須要知道，如果我們要活著

合乎神的心意，我們想要真正被神所用，想要好好的事

奉主，現在就是神「悅納的時候」；如果你想要得到神

全備的救恩，現在就是神「拯救的日子」。



(一 )當像智慧人

這節經文也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真理：「人生有很多重要

的事情是有時間性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太過安逸

，我們太過鬆懈，我們就會錯過那個時機。我們應該知

道什麼事情是「有時間性的」，我們「接受救恩」是有

時間性的，我們「領人歸主」是有時間性的，我們也必

須知道「事奉基督」是有時間性的；我們「為主而活」

也是有時間性的。



(一 )當像智慧人

我們不能等到見主面的那一天，我們才告訴主說：「主

啊！我現在開始為祢而活」。我們想要「得到天上的獎

賞」是有時間性的，我們想要「得到永恆的祝福」是有

時間性的。我們不能說將來有一天我會好好的傳福音，

將來有一天我會好好的事奉主，這一天恐怕將不會出現

，除非我們把將來有一天變成現在，這就是智慧人的選

擇，「把握現在、為主而活」。



(二 )要愛惜光陰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以弗所書 5 : 16)

聖經不是說「要愛惜光陰，因為人生的歲月短暫」，而是以

「現今的世代邪惡」作為我們要「愛惜光陰」的理由。這不

但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更因為世代邪惡；抗拒真理、歪曲

真理、混淆福音的勢力越來越大了。因此，在人生有限的歲

月中，我們要「竭力追求真理，積極傳揚福音，將人的靈

魂帶進神的國度」。



(二 )要愛惜光陰

保羅不單是苦口婆心地教導以弗所教會「要愛惜光陰」

，他也對歌羅西教會，對今天的教會也如此說：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西4:5) 

「愛惜光陰」在英文版的聖經把它翻譯為Redeeming the

time，也就是要「贖回時間」，這個意思好像是說我們

過去許多時間都是虛度浪費了，我們應該要「愛惜光陰

」，用加倍的心力積極地來做神要我們所做的事。



(二 )要愛惜光陰

有一本英文聖經版本把它翻譯作Make the most of the 

time (Kairos)，time的前面加了一個定冠詞，指的是一個

特定的時間，也就是所謂的「時機」(Kairos)，我們要「

把握時機」，過去的時間已經溜走，現在的時間我們要

好好地把握與珍惜，並且為主而活。因此，「愛惜光陰

」就是要抓住每一個「愛主、事奉主的機會」。



二十世紀初，英國有一個船運公司的老闆的奉獻



馬利亞用真哪達香膏抹主



(二 )要愛惜光陰

我們是常常看到機會嗎？還是常常找到藉口呢？有很多

的處境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可能會有人這麼反

映：「我工作的場所不是異教徒，就是無神論者，在這

樣的環境裡根本無法為主作見證。」同樣的處境，另外

的一個人可能會說：「我上班的地方沒有人認識主，剛

好我可以帶領他們信耶穌。」一個看到機會，一個找到

了藉口。我們是不是「贖回光陰」，把握住每一個愛主

、事奉主、傳福音的機會呢？



(三) 明白主的旨意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書 5 : 17)

「明白」這兩個字不是光知道而已，而是要將神的旨意

落實在你的生活當中；換句話說，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

「遵行神的旨意」。到底什麼是神的旨意呢？在聖經裡

面神的旨意不勝枚舉，廣義上來說：「神的旨意就是要

因信稱義、追求成聖、效法基督…」等等，很多都是神

的旨意。



(三) 明白主的旨意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保羅強調的是「要愛惜光陰」，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的是，什麼是主對祂的兒女「要

愛惜光陰」的旨意呢？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愛惜光陰，為主而活」。我們如果要做到的話，我

們必須要調整我們生命的優先次序。



有人說士師時代的以色列人把
耶和華神忘得一乾二淨，如果
我們仔細讀聖經不是如此。如
果忘得一乾二淨，為什麼當以
色列民受到仇敵欺壓的時候，
他們就「呼求耶和華」？表示
他們根本就清楚知道耶和華是
神，他們是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呼求耶和華，但是困難一過
去以後，他們就離開耶和華。



這是否也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
呢？有困難的時候就來禱告，
但是沒有事情、一帆風順的時
候，可能連聚會也不參加，這
不就是士師時代以色列人的問
題嗎？求神幫助我們讓耶穌基
督在我們生命與日常生活中居
首位，我們可以從一天24小時

「如何分配時間就可以反應出
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的優先
次序」。



大學教授在課堂上教導學生「如何做時間管理」？



(三) 明白主的旨意

曾經有人做過了一個特別的研究，以一個美國人平均壽

命78歲來看，扣掉了一出生襁褓嬰兒、牙牙學語的階段

，以75歲來做標準，這個研究報告說到：「一個人在75

歲的生命中，有24年是在睡覺，無論是晚上睡覺或中午

打個盹，加起來大約就有24年的時間是在睡覺。」「有

14年時間是在工作，以一天24小時計算，如果一天上班8

小時，14年乘3就有42年在上班。」



(三) 明白主的旨意

「有12年是休閒娛樂及運動。」「另外有5年是在乘坐交

通工具，包括塞車及等飛機。」「另外有5年是在交談，

打電話，發簡訊等等。」「有7年是我們花在三餐及吃喝

飲食上。」「還有3年是我們閱讀書報及看新聞。」「最

後有3年的時間是在上學，不是說只讀到小學3年級，而

是以24小時計算，以讀完大學扣除各種假期來計算，在

學校上學時間大約有3年。」



(三) 明白主的旨意

「最後有1年的時間是看病，等醫生及養病。」如果我們

把這些數字加起來，75歲但是只有74年，剩下最後一年

，你認為那一年是什麼呢？美國號稱是基督教國家，那

一年竟然就是基督徒去聚會、敬拜神的時間，包括了主

日崇拜、包括了小組聚會、查經班與禱告會的時間。如

果我們再進一步來思考，我們到底有多少時間是在與人

分享福音呢？到底我們用多少時間在追求屬靈生命的成

長呢？到底我們有多少時間是投資在永恆呢？



結論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

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

你們要「謹慎行事」，這四個字剛開始看的時候覺得只

是很普通的一個提醒，但是當我們仔細細讀的時候卻帶

給我們很深的感動。因為「謹慎行事」這四個字說出了

保羅為父的心，也說出了上帝無比的愛。



結論

「謹慎行事」在英文聖經NIV的版本是這麼寫的：Be very

careful「小心！要非常小心！」。這讓我們想起做父母的在

我們兒女成長的過程當中，我們對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要小心！要留意！」當他們盪鞦韆盪得太高時，我們會提醒

「孩子，要小心！」當他們溜滑板時要小心，當他們騎腳踏

車時要小心，現在出門開車時也要小心，我們一直不斷地提

醒他們「要小心！要留意！」在這段經文裡保羅提醒我們「

要小心！」，也是上帝的心意，因為當我們一不小心，我

們會錯過機會，我們會浪費我們的生命，也會失去我們永

恆的獎賞。



結論

我相信大多數的父母對自己孩子的前途也會時常擔心，其實

這也是保羅的意思；保羅也時常擔心我們的前途，我們的前

途就是見主面以後的日子；我們到底會不會得到永恆的基業

？會不會得到神的稱讚與該得的獎賞呢？所以保羅勸告我

們一定要「謹慎行事」Be very careful，我們要知道神如此

苦口婆心、如此耳提面命的要我們這一群基督徒要「愛惜光

陰、把握今天」，不要錯過任何機會，要贖回光陰，要被

主所用，要好好地獻上自己，要為主而活；當我們見主面

的那一天，才能得到永恆的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