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行事 – 活在邪恶的末后世代

以弗所书 5:15-18, 21

15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
人。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8不要
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19当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
美主。。。
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末后世代显著的预兆
•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 不法的事增多

• 知识增长 (但以理书 12:4)

• 对基督徒、基督教、教会等的攻击日益增加

• 叛教、谎言和欺骗日益增多

• 国攻打国

• 自然灾害 -环境质量标准、极端天气

• 渴望被提



路加福音 21:34-36

34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
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35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
一切居住的人。
36 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
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邪恶的末后世代



彼得前书 4:7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
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提摩太前书 4:1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
的道理。

提摩太后书 3:1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
日子来到。

邪恶的末后世代



那我们当如何生活？

我们如何在这样危险的时代

茁壮成长？



智慧行事 – 活在邪恶的末后世代

以弗所书 5:15-18, 21

15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
人。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18不要
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19当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
美主。。。
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1. 智慧行事就是我们必须去实行，
作为回应上帝已经为我们完成
的事。

• 以弗所书 1-3: 上帝已为我们
所成就的 – 恩典

• 以弗所书 4-6: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来回应 – 信心

以弗所书 5:15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哥林多后书 5:7      

希伯来书 11:6   



以弗所书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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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智慧行事与以下呼召是一样的：

A. 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

以弗所书 5:15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2. 智慧行事与以下呼召是一样的：
B. 以爱心行事。

以弗所书 5:2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
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
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哥林多前书 13:4-8a

雅各书 1:20

以弗所书 5:15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2.智慧行事与以下呼召是一样的：
C. 在光中行事。

以弗所书 5:8 8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
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
当像光明的子女。9光明所结的果子就
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约翰一书 1:7

以弗所书 5:15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C-Forest
使徒行传3 :6

小心

深思熟虑

用心地

不妥协

警惕地

衡量我们的决定和反应

不粗心不冲动

预先沉思

3. 智慧行事就是谨慎行事。以弗所书 5:15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4. 智慧行事就是爱惜光阴
亦是“买回时间” - 处理我们过去的错误和错误
行为。

以弗所书 5:15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
慧人。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约翰一书 1:9 – 处理过失 – 关系 – 品格
记短账

诗篇 32:1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以弗所书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为什么明白并遵行上帝的旨意很重要？

约翰一书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
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彼得后书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
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
人人都悔改。

歌罗西书 4:5 – 在非信徒面前的行为
在后的 – 最小的 – 失丧的 - 启发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A. 上帝的旨意就是拯救众人。传福音。

分享基督!

以弗所书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B.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
在祂里面成熟！

罗马书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
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帖撒罗尼加前书 4:3a;；腓立比书 2:12-13

95% 的问题 + 信心的考验 - 肉体

以弗所书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书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
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马太福音5:16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C. 上帝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

以弗所书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约翰一书 5:14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15既然知道他听我们
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约翰福音15:7；
耶利米书 9:23-24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D. 上帝的旨意就是当我们与祂对齐时，祂会

聆听并应允我们的祷告。

以弗所书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帖撒罗尼加前书 1:10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
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E. 神的旨意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以弗所书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帖撒罗尼加前书 5:9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
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罗马书 5:9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
免去神的忿怒。

彼得后书 2: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
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启示录 6:16-17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E. 神的旨意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启示录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

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提多书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不是兽印；不是敌基督），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E. 神的旨意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6. 智慧行事就是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
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路加福音11:13；哥林多前书 6:19

茶包-烧水-影响-控制
降服-被动语态



哥林多后书 4:13 – 充满着信心
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
「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
信，所以也说话。

罗马书 10:17

在灵性上富足 - 路加福音12:21

启示录 3:18a – 彼得前书 1:6-7

不要抓的太紧 – 抓紧
建立弹性能力

6.智慧行事就是被圣灵充满。



罗马书 15:13 – 充满着盼望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

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

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6.智慧行事就是被圣灵充满。



6.智慧行事就是被圣灵充满。

罗马书 5:5 – 充满着爱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

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
我们心里。



以弗所书 3:19-20 - 充满着爱
19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
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约翰一书 4:18

6.智慧行事就是被圣灵充满。



我们的行事

勿洛福音堂的使命 – 使命宣言

在基督里成长并分享福音！

吸取话语

感恩、赞美
和敬拜的祭
坛

我们的争战

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工作



以弗所书 5: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
心，彼此顺服。

7. 智慧行事就是敬畏基督
的心，彼此顺服。

勿洛福音堂 核心价值:

• 建立与粘结 (B&B)  

• 问责与遮盖 (A&C)

• 祷告与沟通 (P&C)



以赛亚书 11:2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
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箴言 9: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7. 智慧行事就是敬畏基督
的心，彼此顺服。

以弗所书 5: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
心，彼此顺服。



总结 – 智慧行事

1. 智慧行事就是去实行，作为回应上帝已经完成的事。

2. 智慧行事与以下呼召是一样的：

A. 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

B. 以爱心行事；

C. 在光中行事。

3. 智慧行事就是谨慎行事。

4. 智慧行事就是爱惜光阴。



总结 – 智慧行事
5. 智慧行事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

A. 上帝的旨意就是拯救我们所有的人。传福音。分享基督! 

B. 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长成基督的样式。
在祂里面成熟！

C. 上帝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

D. 上帝的旨意就是当我们与祂对齐时，祂会聆听并应允我们
的祷告。

E. 神的旨意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6. 智慧行事就是被圣灵充满。

7. 智慧行事就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