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  Ephesians 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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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
義、誠實． 

10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8 For you were once darkness, but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Live as children of light 9 (for the fruit 

of the light consists in all goodness, righteousness 
and truth) 10 and find out what pleases the Lord.  



以弗所  Ephesians 5:8-14 

11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
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12 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提
起來、也是可恥的。 

11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ruitless deeds of 

darkness, but rather expose them.  
12 It is shameful even to mention what the 

disobedient do in secret.  



以弗所  Ephesians 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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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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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ut everything exposed by the light becomes 

visible—and everything that is illuminated 

becomes a light.  
14 This is why it is said: “Wake up, sleeper,  rise 

from the dead, and Christ will shine on you.” 





一.生命的真光 The True Light of Life 

約翰 John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人。 



二.得到真光 Have the Light 

1.跟從耶穌 Follow Jesus 

約翰 John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
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
的光。 



2.使耶穌的喜悅 Please Jesus 

二.得到真光 Have the Light 

以弗所 Ephesians 5:10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I can only give the praise 
to my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Pederson said Sunday 
night. 

“All glory to God,” 
MVP Quarterback 
Nick Foles said right 
after the win. 



二.得到真光 Have the Light 

3.與耶穌相交 Fellowship with Jesus 

約翰一書 1 John 1:5-7  

5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這是我們
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6 我們若說是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暗
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 

7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
中、就彼此相交、祂兒子耶穌的血也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E:  E ndurance   忍耐 
† L:  L ove  愛 
† L:  L ight of glory  榮光 
†O:  O ne thing life focus  專注“一件事”生活 
†W: C ount me worthy  算我值得 
† S:  S peech  言語 
†H:  H umility  謙卑 
† I:   I nsight into intimacy  深入的親密關係 
†P:  P eace and joy  平安喜樂 

 

與神相交 FELLOWSHIP 

† F:  F ear of God   敬畏神  



三.在主裡成為光 Be Light in the Lord 

1.結出屬靈果子 Bear the spiritual fruit 

以弗所 Eph. 5:9  

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義、誠實． 

良善 Goodness 

公義 Righteousness 

誠實 Truth 



三.在主裡成為光 Be Light in the Lord 

2.為耶穌發光 Shine for Jesus 

馬太 Matthew 5:14-16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隱藏的。 

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
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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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 Eph. 5:13  

三.在主裡成為光 Be Light in the Lord 

3.暴露黑暗 Expose darkness 

凡事受了責備、
就被光顯明出
來．因為一切
能顯明的、就
是光 



三.在主裡成為光 Be Light in the Lord 

4.戰勝黑暗 Overcome darkness 

馬太 Matthew 16:17-19  

17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
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
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
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
能勝過他。 



三.在主裡成為光 Be Light in the Lord 

4.戰勝黑暗 Overcome darkness 

馬太 Matthew 16:17-19  

19 我要把天國的鑰
匙給你．凡你在
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
綁．凡你在地上
所釋放的、在天
上也要釋放。  



四.興起發光 Arise and Shine 

以弗所 Eph.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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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興起發光 Arise and Shine 

以賽亞 Isaiah 60:1-3  

1 興起發光
因為你的
光已經來
到、耶和
華的榮耀
發現照耀
你． 



四.興起發光 Arise and Shine 

以賽亞 Isaiah 60:1-3  

2 看哪、黑暗
遮蓋大地、
幽暗遮蓋萬
民．耶和華
卻要顯現照
耀你、祂的
榮耀要現在
你身上． 



四.興起發光 Arise and Shine 

以賽亞 Isaiah 60:1-3  

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
現的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