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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引導 

 

此課程檢視聖潔生活的教義及實踐，除了課後的作業時間，每堂課應排定 90~120 分鐘的上課時

間。 

 

每課內容編排 
 

(1) 每次看到此記號�，問學生接續在後面的問題，讓學生討論答案並注意是否所有的學

生都有參與討論，必要時，可以點名學生回答問題。 
 

(2) 許多註腳都是聖經章節的參照，請讓學生查考經文並於課堂閱讀經文，除非另有標示，

每課的聖經經文的引用都是採用新標點合和本聖經。 
 

(3) 每課都有指派二份作業 
1. 第一份作業是指定題目的論述文。老師可自行決定是書面的論述文或是口頭報

告的論述文。 
 

2. 第二份作業是經文背誦。每堂課都需檢查學生是否有背誦經文，課程結束後，

學生應能引用所有背誦過的經文。 
 

(4) 此課程的目的之一就是預備學生成為老師，老師應給學生機會培養教導的技能，例如，

有時老師應讓學生試教一小部分的課文內容。 
 

(5) 每位學生都要準備結束的專題，專題要包含三篇講道篇或是三課聖潔生活的課程，若

是可以，學生應呈現每篇講道篇或課程並記錄下來，呈交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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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聖潔的美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時，學生應： 

(1) 欣賞神的聖潔之美，以及祂讓我們成為聖潔的計畫。 

(2) 拒絕有關聖潔的錯誤概念，認識聖經對於聖潔的概念。 

(3) 隨時準備向剛信主的信徒解釋聖潔的意義。 

(4) 背誦彼得前書一章 14-16 節。 

前言 

聖潔是聖經的核心主題之一，在聖經中，神向我們顯明祂是誰： 祂是聖潔的神。然後透過神的

恩典，祂向我們顯明我們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能夠成為聖潔的子民。 

每位真實的信徒內心都渴望聖潔，身為神的兒女，我們渴慕像祂，令人難過的是，現今許多教會

接受聖潔根本是不可能的錯誤觀念。許多稱為基督徒的人非但沒有尋求像基督，他們反而滿足於

墮落罪惡的生活。許多基督徒非但沒有過著得勝的基督徒生活，他們反而安逸於「操弄罪惡」。 

一百多年前，前往印度的偉大宣教士海德（John Hyde）曾說：「我們現今所需要的就是復興聖

潔。」假如復興聖潔在當時是正確無誤，在罪惡滿盈的 21 世紀更是如此。 

假如聖潔對神如此重要，我們必須問：「何謂成為聖潔？」若聖潔是聖經的命令，我們必須問： 

「過著聖潔的生活有可能嗎？」 

我們將在本課程學習，神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當我們

了解聖經中的聖潔信息，就能看見聖潔的生活對每位基督徒都是可能的。每一課會包含以下三個

部分： 

1) 我們將研讀聖經中諸如「聖潔」、「成聖」和「完全」這些詞彙的意義，這部分是聖

潔的聖經神學。 

2) 我們將研讀聖潔生活的實際觀點，學習聖經對於聖潔生活、清潔的心，以及像基督的

靈的教導。 

3) 我們將審視展現聖潔意義的基督徒生活，查看聖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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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本課前，請仔細閱讀以下經文並討論問題，這些經文及問題將為我們研讀的課程介紹一

些主題。1 

利未記十九章 2 節 

根據這段經文，以色列為什麼要成為聖潔呢？ 

彼得前書一章  15-16 節 

信徒要有什麼樣的行為呢？ 

哥林多前書六章 9-11 節 

依據這段經文，哥林多的信徒犯下那些罪行呢？ 

依據這段經文，哥林多的信徒被洗淨、稱義及成聖（成為聖潔）是靠著誰的名呢？ 

三位一體中的哪一個位格使他們成為聖潔呢（第 11 節）？ 

你認為這些「成聖」的哥林多信徒為什麼仍舊順著「肉體」生活呢？ 

希伯來書十二章 14 節 

依據這段經文，若基督徒想要得見主，他們一定要追求哪兩種特質呢？ 

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 3-8 節 

神呼召每一個信徒要遠避什麼罪呢？ 

神呼召祂的子民作什麼呢？ 

啟示錄廿章 6 節 

那些有份於第一次復活的人，他們的屬靈特質是什麼呢？ 

 

 

 

 

 
1這些問題是由基普牧師（Rev. Timothy Keep）所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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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美 

� 當聽到有人被形容為「聖潔」，你的心裡出現什麼樣的形像呢？ 是正面的形像或是負

面的形像呢？ 為什麼？ 

有一位宣教士曾拜訪一位非洲老酋長，酋長問： 「何謂基督徒？」宣教士回答： 「基督徒不會

偷敵人的牛隻，不會誘拐敵人的妻子，不會殺害敵人。」  

酋長說： 「我懂了，成為基督徒就和變成老人一樣！ 我年輕時，我攻擊我的敵人，拐走他的太

太，還偷了他的牛。現在我老了，已經沒有能力攻擊我的敵人；所以我是基督徒！」 

這是許多人對於聖潔生活的信息的看法，可悲可嘆。他們認為聖潔不過是需要避而遠之的罪行清

單，完全錯失神的話語對聖潔的美的教導。 

 聖潔的錯誤觀念 

神是聖潔的神，祂的子民必須聖潔，這是聖經的核心信息，然而許多人對聖潔有很多錯誤的信

念。 

有些人認為只有一些人能成為聖潔，他們把基督徒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擁有信念的基督徒，他們

接受基督為救主，但沒有在行為和態度上忠心地順服神，第二類是由達到更高境界的基督徒所組

成，例如神父、牧師或是聖徒。根據這樣的觀念，只有一些基督徒是聖潔的。 

有些人相信我們藉由生活上與其他人分別成為聖潔，許多年前，一些「聖潔的人士」到沙漠生

活。有一個人住在遠離地面的平台上達 37 年之久，他相信我們藉由遠避人群成為聖潔。 

有些人相信我們只有在死時成為聖潔，他們相信我們永遠無法在今世實現神的旨意，只有在死時

才能成為聖潔。由於這樣的信念，死亡不是敵人而是朋友，透過死亡，我們終於實現神對祂的子

民的旨意。 

有些人相信我們藉由循規蹈矩成為聖潔，他們相信透過打扮成某種特定的風格，或是遵守「作與

不作」的清單成為聖潔。他們相信聖潔是有關外在的樣式，不是內心的改變。 

有些人相信成為聖潔的證據就是說方言或行神蹟的特殊恩賜，他們透過神蹟及奇事度量聖潔，而

不是透過聖潔的生活。 

最後，許多人相信聖潔根本不可能！ 他們相信聖潔是理想，是神要我們盡力的挑戰，但是聖潔

在這個世界不切實際。由於這樣的信念，沒有人能達到神「成為聖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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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成為聖潔」的命令是祂定意我們順服的吩咐。神是慈愛的父親，透過祂的恩典，祂從

不命令我們去做不可能的事。聖潔就是成為神創造我們的樣式，靠著自我的力量，聖潔的心的確

不可能，但透過神的能力，每一位信徒都可能擁有聖潔的心。聖潔來自神的恩典，不是我們自身

的努力。 

�在你服事的地區，哪一個錯誤的聖潔觀念最常見呢？你的社區中，聖潔在基督徒當中被

視為美好嗎？ 

 聖經中有關聖潔的圖像 

不同於上面所提到關於聖潔的負面觀念，聖經顯明對神的兒女而言，聖潔是美麗的可能。思想聖

經中被稱為聖潔的事，它們沒有一項是醜陋可憎的，都是美麗吸引人 的。 

o 神聖潔的本質是榮美的。 

o 聖殿中的事物都是聖潔美麗的。 

o 以色列被呼召成為聖潔的國度，要吸引其他人歸向神。以色列的聖潔吸引人，不是

把人趕走。
2
 

o 教會被稱為聖潔的子民，是美麗的新婦，準備好迎接新郎的來臨。 

以上這些圖像都是吸引人的，聖經顯明真實的聖潔不是凌虐恐懼，真實的聖潔反而是天上父親的

愛的禮物。假如我們真正認識聖潔的本質，就應該渴慕聖潔的心和聖潔的生活。假如我們傳講聖

經所教導的聖潔，人們就會渴慕聖潔的心和聖潔的生活，聖潔是慈愛天父所賜下的美好禮物。 

  

 
2
 你或許會說： 「那麼法利賽人呢?他們被認為是『聖潔』的人，但他們卻把人趕走」。我們會在課程中看到法利賽

人的「聖潔」不是真實的，他們的公義是外在的功夫，不是真誠的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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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起初的創造看見聖潔的美 

 神創造完美的世界 

完美的世界始於美麗的伊甸園，思想你所吃過最甜的水果，但伊甸園的水果更甜。思想你所看過

最美的花朵，但伊甸園的花朵更美。神創造完美的世界，沒有罪惡效果的世界，祂創造的世界沒

有痛苦、眼淚或死亡。 

最重要的是，神創造的世界中，神與人之間擁有親密的友誼，沒有任何事能讓人與他的創造者分

開。神每天探望亞當及夏娃，這是其它受造物所沒有的特權。神造人，讓人能與祂建立特別的關

係。在伊甸園中，神與人之間擁有完美的和平。 

 撒旦敗壞神的完美世界 

撒旦處心積慮要破壞這個完美的世界，牠恨惡一切神的受造物。尤有甚者，撒旦恨惡神與人之間

親密的友誼，牠決意毀掉這種愛及信任的關係。 

撒但沒有直接摧毀人，所以牠決定破壞神與人之間的關係。牠知道神是聖潔的，神按照祂的形像

造人，撒旦想要摧毀神在人身上的聖潔形像。聖潔的神和聖潔的人會擁有堅不可摧的關係，但撒

旦能藉由引誘人犯罪摧毀這個關係。 

撒旦假扮成蛇的樣子來到夏娃面前，這條蛇質疑神的命令。牠問：「神真的有說，園中的果子你

們都不能吃嗎？」牠想讓夏娃懷疑神的良善，夏娃回答：「園子裏任何樹的果子我們都可以吃，

但神說只有園子中間那棵樹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3 

蛇控告神阻撓亞當和夏娃得到美好的事物，蛇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蛇引誘夏娃犯下驕傲的罪：「你們便如神。」 

夏娃吃了果子，把果子也給亞當，亞當也吃了，兩人知道已違背神的律法。當神來到園子時，他

們感到羞愧，躲避不敢見神，神與人之間的親密友誼已被破壞。 

 

 

 
3
 創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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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沒有放棄祂的受造物 

因為他們的罪，神把亞當夏娃逐出伊甸園。罪破壞神與人之間的關係，罪損壞神在人身上的形

像，但因為神的愛，神沒有在這種可怕的景況中棄人不顧。神大可說： 「亞當，這是你引起的

問題，你們自取其禍！ 我不管你們了。」慈愛的神反而來到這世上，成為我們的一份子，為我

們的罪提供療法。 

這個療法包括赦罪的途徑，神提供一個方法恢復聖潔的神與墮落的人之間的關係。教會一直在宣

講：「罪人能與神和好。」透過十字架，我們的罪能得到赦免。 

這是大好的消息！但有時候，教會忘記神的療法的另一部分。神對罪的療法不只赦罪的途徑，還

有恢復的途徑，神提供方式恢復神在人身上的形像。 

神不是滿足於說：「你們能夠免除罪的刑罰，但你們永遠無法脫離罪的權能。」不！神提供讓人

能成為聖潔的方法。神與聖潔的子民在園中散步，神不能與有罪的子民散步。神喜愛與祂的子民

建立關係，所以提供讓我們成為聖潔的方法。 

透過聖經，我們看見神在與祂有關係的人中建立一群聖潔的子民。神沒有說： 「我知道你們是

罪人，但我會閉上雙眼無視你們的罪，假裝你們都是公義的。」神反而應許要讓祂的子民成為聖

潔。 

你若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著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為自己的聖

民。4 

神意愛讓祂的子民成為聖潔，這是神對屬祂的子民的旨意。神應許祂的子民都要被稱為聖潔的子

民，上主所救贖的子民。5  

 

  

 
4
申廿八 9 

5
賽六十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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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本質中看見聖潔的美 

人因為墮落，不再聖潔，我們很快就忘記神聖潔的本質，神以「祂的形像」造人。現在我們卻用

自己的形像造許多神，諸如忌妒、恨惡以及驕傲。   

巴比倫有馬爾杜克（Marduk）的神話，馬爾杜克為了成為眾神之首，居然殺害自己的母親。希臘

有眾多情婦的宙斯神話，羅馬有放縱情慾的酒神巴克斯（Bacchus）神話。 

這些神祇並不聖潔，膜拜的人就像他們所拜的神祇一樣。人們說謊，偷竊和欺騙，就如他們膜拜

的神祇會說謊, 偷竊和欺騙。結果就是這些神祇允許人繼續活在罪中，人變得像所敬拜的神。 

耶和華不像這些假神，神是聖潔的，聖經不斷地見證神的聖潔。越過紅海後，以色列百姓讚美他

們聖潔的神。他們歌頌： 「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至聖至榮，可頌可

畏，施行奇事？」6 

 

詩篇的作者歌頌：「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7 以色列人讚美神的聖潔，詩

篇的作者稱神為「以色列的聖者。」8 

先知見證神是聖潔的，就如詩篇的作者，他們稱神是「以色列的聖者。」9 以賽亞稱神是「以色

列的聖者」多達 26 次，以賽亞崇敬「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10 聖潔是神的特質很

大的一部分，所以神指著「自己的聖潔」起誓時，如同祂指著「自己」起誓。11 哈巴谷見證神的

「眼目清潔，不看罪惡。」12  這些先知明白神是聖潔的。  

在天上，敬拜神乃是讚美神的聖潔，撒拉弗歌唱：「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13  啟

示錄的作者約翰看見四活物歌唱讚美： 「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

全能者。」14神是聖潔的神。 

 

 
6
 出十五 11 

7
 詩廿二 3 

8
 詩七十一 22；七十八 41；八十九 18 

9
 賽五 19；十 20 ；耶五十 29；五十一 5；結卅九 7 

10
 賽五十七 15 

11
 摩四 2；六 8  

12
 哈一 13  

13
 賽六 3  

14
 啟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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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為祂子民的計畫中看見聖潔的美 

聖潔的神創造人，讓人能與祂建立關係，但罪使人與神分隔，然而，神決意要恢復與祂的子民的

關係。唯有聖潔的子民才能活在聖潔的神面前，神提供方法讓我們成為聖潔。神教導不聖潔的子

民何謂聖潔的意義，這個過程有兩部分： 

Ø 首先，神教導人有關聖潔的神的本質。馬爾杜克、宙斯和巴克斯都很有能力卻道德敗壞，

神啟示祂自己是大有能力且聖潔。 

 

Ø 第二，神教導有關聖潔的子民的本質。神說：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

是聖潔的。」15 既然神是聖潔的，祂的子民也必須是聖潔的。 

以賽亞向惡貫滿盈的國家傳講，罪摧毀神的子民的美。以色列從神所揀選的子民墮落到羞愧的光

景，他們被敵國征服，被俘虜到異鄉。以色列不再美麗，她是羞恥的奴隸。但以賽亞預先看見那

日子，以色列的「公義如光輝發出」，在那日以色列「在耶和華的手中要作為華冠。」16 

誤解聖經中聖潔信息的人，經常將聖潔描繪成律法主義、僵化的規定和不苟言笑的說法，但這不

是聖經中有關聖潔的觀點。成為聖潔反而是展現出神本身的聖潔的美，聖潔提供喜樂的自由，讓

人的生活與聖潔的神產生親密的關係。在聖經中，聖潔從來不是陰鬱灰暗的詞彙，聖潔是喜樂與

美麗的詞彙。 

在聖經中，神啟示祂聖潔的本質，然後神教導祂的子民如何過聖潔的生活。更重要地，神顯示祂

會賜給祂的子民力量成為祂呼召我們成為的樣式。透過祂的恩典，神塑造聖潔的子民。神不會無

視祂兒女的罪，祂反而要我們聖潔，聖潔的神渴望與聖潔的子民建立關係。  

 
15
 利十九 2 

16
 賽六十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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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成為聖潔？ 

透過神的話語，神教導祂的子民聖潔的意義。神開始教導祂的子民時，他們對聖潔一無所知。他

們從未見過聖潔的神或是聖潔的子民，神教導有關聖潔的意義，就像我們教導孩子學習語言一

般。 

教導幼童學語言時，我們會指著椅子說：「椅子」，指著車子說：「車子」。漸漸地，孩子學會

這些詞彙的意義。孩子藉由體驗母親的愛，學習「愛」這個字的意思。當父母因為不聽話給予公

正的處罰時，孩子學會「公正」這個詞彙的意義。 

神用相同的方法教導有關聖潔的意義，身為墮落的人，我們不知道聖潔的意思。神透過詞彙的圖

像說明聖潔的意義，祂一步一步向祂的子民啟示聖潔的意義。當我們透過聖經查尋聖潔這個詞彙

的意義時，我們會看見： 

Ø 聖潔就是與神維持親密的關係 

創世記中聖潔的人（例如以諾和亞伯拉罕）是與神擁有親密關係的人，他們「與神同行」。透過

顯明聖潔的人的生活，神向人啟示，聖潔的人就是與神擁有親密的關係。 

Ø 聖潔就是反映神的形像 

聖潔不是人天生的特質，聖潔唯獨是神的屬性。以色列被呼召「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

神是聖潔的。」17 聖潔就是在我們的生活中反映神的形像，成為聖潔意謂像神。 

Ø 聖潔就是分別出來獻給神 

聖經中第一次使用「聖潔」這個詞彙，指的是為了神特別的旨意，把一天分別出來。安息日是聖

潔的，這一天是被分別出來，或與其它六天區分開來。就像孩子學習「椅子」的意思，神指向第

七天並說： 「這天是聖日」。 

Ø 聖潔就是擁有專一的心 

在聖經的歷史書中，神用「完全」這個詞彙形容擁有「專一的心」的人。聖潔的意思就是對神專

一，完全委身，聖潔的心是心無旁鶩地愛神。 

 

 
17 利十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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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聖潔就是過著公義的生活 

先知向一群認為「我們在聖殿敬拜獻祭，我們是聖潔的人」傳講，先知讓他們看見遵守儀式是不

夠的。聖潔意謂在神及人的面前過著公義的生活，聖潔的人「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

同行。」18 

Ø 聖潔就是對神及鄰舍擁有完全的愛  

福音書讓人看見，神對聖潔最完全的啟示在耶穌基督的生命中顯明。耶穌聖潔的心完全順服天父

的心意，耶穌聖潔的手對他人展現完全的愛，耶穌說明聖潔就是愛神，以及愛鄰舍如同愛自己。 

Ø 聖潔就是過著完全被聖靈充滿的生活. 

在使徒行傳中，我們看見基督徒被神的靈所充滿的見

證，透過聖靈的能力，他們過著聖潔的生活。唯有完

全被聖靈充滿時，我們才是聖潔的。 

Ø 聖潔就是像基督 

耶穌是聖潔的心和聖潔的手的完美典範，使徒書信

說明，平凡的基督徒追隨基督耶穌的典範並非不可

能。使徒書信提供每天過著聖潔生活的實際指引，

這些書信教導我們如何活出像基督的人生。 

Ø 聖潔預備我們看見神 

神預備伊甸園，讓聖潔的子民能過著與天父擁有完全的關係的生活。但因為罪，我們被逐出園

子，然而神沒有放棄祂的計畫。在啟示錄中，我們看見神的子民將來都要見神的面。罪人無法直

視神，但是神預備一群聖潔的子民，他們能夠在神的面前度過永生，這就是神對祂子民的旨意。 

 

 

 

 

 
18 彌六 8 

 

我們必須聖潔，因為這是基督來到世上的偉

大目的。 

談論人從罪咎中得救，卻沒有讓人的心脫離

罪的挾制，這是與全部聖經的見證互相矛

盾。 

耶穌是完全的救主，他不只是拿走罪疚，他

斷開罪的權勢。 

    雷爾主教（Bishop J.C. Ryle）改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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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祕訣…… 

莫里斯 （Samuel Kaboo Morris） 

莫里斯（Samuel Morris）在 1873 年生於西非賴比瑞亞，他是部落酋長

的兒子，也稱為卡布王子（Prince Kaboo）。卡布的父親戰敗時他被

抓，需要贖金才能得救。有一天卡布看到強光，他聽見天上有聲音告

訴他快逃。綑住他的繩子掉在地上，卡布趕緊跑入叢林裡面。 

卡布在叢林走了好幾天，總算走到門羅維亞城，城裡一位男孩邀請卡

布去教會。當卡布拜訪教會時，宣教士正在講述保羅歸信的故事。宣教士說到強光和來自天上的

聲音，此時卡布恍然大悟，這就是他在叢林聽到的聲音！卡布立刻接受基督成為他的救主，他用

莫里斯這個名字受洗。 

接下來的兩年，莫里斯以油漆房子維生，同時鑽研聖經，他對聖靈以及擁有聖靈能力的生命特別

感興趣。宣教士告訴莫里斯，她已經把她所知道的都傾囊相授，莫里斯問： 「誰是妳的老

師？」宣教士告訴他是一位名叫馬里特（Stephen Merritt）的美國人，他是聖潔的傳道人。既沒有

盤纏也沒有交通工具，莫里斯為了找到開往美國的船，他徒步走到最近的港口，莫里斯打定主意

要學習更多有關活在聖靈中的事。 

莫里斯睡在岸邊等候船隻，後來有一艘船靠岸，他請求船長讓他搭船到美國。船長拒絕他的請

求，但沒過多久，船長的兩位船員跑掉。於是船長告訴莫里斯，他可以在船上工作，換取到紐約

的航程。在航行期間，莫里斯被船員欺負，船上最危險的工作由他承擔。然而莫里斯向他的船友

顯露基督的愛，在船抵達紐約時，船長和大部分的船員都信主了。 

莫里斯抵達紐約時，他找到馬里特的宣教中心，他告訴馬里特他渴望學習更多有關聖靈的事。馬

里特先生必須去開會，只好留下莫里斯在宣教中心過夜。當馬里特回來時，他發現賽繆爾在帶領

禱告會。在美國的第一晚，莫里斯帶領將近 20 人歸向基督。 

馬里特幫助莫里斯進入泰勒大學就讀，如此他能夠預備在賴比瑞亞宣教。莫里斯到達印第安納州

的校園時身無分文，他完全相信神的供應。他對校長說：「請給我一間沒有人要的房間」。在深

夜，他的同學會聽見他與「我的天父說話」，他對神的絕對信靠影響校園及附近的教會。 

雖然莫里斯計畫回到賴比瑞亞，神對他卻有不同的計畫。在抵達泰勒大學的兩年內，莫里斯感染

肺炎死亡，去世時年僅 20 歲，莫里斯對神的計畫感到平安。他告訴校長： 「這不是我的計畫，

是祂的計畫，我已經完成我的工作，神會差派比我更優秀的人到非洲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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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的生命影響如此多的人，以致數百人排列在街道加入送葬的行列。幾個莫里斯的同學到非

洲當宣教士，以「紀念卡布王子」的心意服事。泰勒大學的校長說： 「莫里斯是神差派到泰勒

大學的使者，他以為他來這裡是為他的使命預備自己，神反而差派他預備泰勒大學向全世界展開

使命。所有遇見莫里斯的人，對他崇高而單純相信神的態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日，位於印第安納州偉恩堡的莫里斯墳墓紀念碑刻著： 

賽繆爾 •莫里斯 

1873-1893 

卡布王子 

生於西非 

家喻戶曉的基督教神祕主義者 

單純信心的使徒 

聖靈充滿的生命的擁護者 

 

莫里斯短暫的一生說明，每一位信徒能活在聖靈的能力中，聖潔的心和聖潔的生活是神對每一位

信徒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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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聖潔的神呼召祂的子民成為聖潔 

史考特博士（Dr. John Stott）是二十世紀偉大的佈道家之一，在他最後的其中一篇講道，他說到

神對祂的子民的旨意。19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我們已經出死入生了，為什麼？ 神拯救

我們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像基督。史考特博士說：「像基督是神對祂的子民的心意」。 

三處新約經文說明，我們在世上像基督的成長如何預備我們與神同住，這些經文說明聖潔在信徒

生活中的重要性。 

 羅馬書八章 29 節回顧過往，顯明神對祂兒女永恆的旨意：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神永恆的旨意就是「我們能效法他兒子的模樣」，從起初，神的旨意就是讓我們像基督。羅馬書

八 28 應許：「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個應許是給「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什麼是祂的旨意呢？ 神預先訂下的旨意就是讓祂的兒女擁有基督的形像，神拯救我們為了讓我

們聖潔。 

保羅提醒歌羅西的基督徒，神在他們生命中帶來的美好改

變：「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但

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藉由

基督的死，這些曾經與神「為敵」的人，現在能與祂「和

好」。保羅接著提醒這些信徒，神讓他們與自己和好的旨

意：「為了要你們在他面前聖潔，沒有缺點，無可指責」20 。 

保羅不只說：「你們已經與神和好，所以你們能在天國有永恆的生命」，這當然是好消息！但不

是完整的好消息，保羅說： 「你們已經與神和好，所以你們能夠成為聖潔」，神的旨意就是讓

祂的兒女聖潔且無可指責。 

 

  

 
19 http://www.langhampartnership.org/2007/08/06/john-stott-address-at-keswick/ 
20 西一 21-22 

「神對人類命定的結局是聖潔，祂的

目標是產生更多聖徒。祂來拯救人，

因為祂創造他們成為聖潔。」 

章伯斯（Oswald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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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林多後書三章 18節著眼現今，經文說明這個旨意如何在現今信徒的生活中實現：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透過聖靈的能力，「這榮耀改變我們，使我們榮上加榮」。透過聖靈的能力，神的旨意在改變祂

的兒女的過程中實現，我們每天都更像基督。 

 約翰一書三章 2 節瞻望未來，經文說明神的旨意的終極實現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

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

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啟示錄瞻望我們將面對面見神的日子，在那日我們必要像

祂，神的旨意將完全並永遠實現。史考特博士作出結論： 

「我們將與基督同在，永遠像基督」。 

身為基督徒，追求聖潔的生活乃是為那日子預備我們，那時

我們將看見神以及祂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實現。這應該使我

們渴慕在聖潔中成長，每天我們被改變，越來越擁有基督的

形樣。 

聖潔不是人的想法，是神的特質。我們對聖潔的了解奠基於聖經對神的特質的啟示，當我們尋求

越來越像祂時，就是配合神永恆的旨意。聖潔是神對每一位信徒永恆的旨意，身為神的兒女，我

們應該熱切見到這個旨意在我們內心和生命中實現。 

  

祈求聖潔的禱文 

 

求主完成再造善工，使我純潔無

瑕疵， 

使我得見宏大救恩，主內重獲原

始義； 

更新變化，榮上加榮，直到永住

天國， 

站立主前擲下冠冕，奇妙愛中永

讚頌 

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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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概要 

聖潔的美 

ü 由神起初的創造看見聖潔的美，神創造沒有罪的完美世界。 

ü 在神的本質中看見聖潔的美，神是聖潔的神。 

ü 在神為祂的子民的計畫中看見聖潔的美，雖然罪敗壞人的本性，神沒有放棄建立聖潔子民的

計畫。為了恢復聖潔的神與墮落的人之間的關係，神教導： 

o 聖潔的神的樣式    

o 聖潔的子民的樣式 

ü 有許多關於聖潔的錯誤觀念，包括： 

o 只有一些人能成為聖潔 

o 我們藉由生活上與其他人分別而成為聖潔 

o 只有當我們死時才能成為聖潔 

o 我們藉由遵循某些規則成為聖潔 

o 人是聖潔的證據就是說方言或行神蹟的特殊恩賜 

o 聖潔根本不可能 

ü 聖潔的真理非常簡單，以下就是聖潔的意義： 

o 聖潔就是與神維持親密的關係 

o 聖潔就是反映神的形像 

o 聖潔就是分別出來獻給神 

o 聖潔就是擁有專一的心 

o 聖潔就是過著公義的生活 

o 聖潔就是對神及鄰舍有完全的愛 

o 聖潔就是過著完全被聖靈充滿的生活 

o 聖潔就是像基督 

o 聖潔預備我們看見神 

ü 三處新約經文說明聖潔在信徒生活中的重要性。 

o 羅馬書八章 29 節說明神永恆的旨意，就是形塑我們擁有祂的兒子的形像。 

o 哥林多後書三章 18節說明當我們每天被改變成基督的形像時，就是在實現神的旨意。 

o 約翰一書三章 2 節說明神旨意的實現，當我們看見神，我們將會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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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1) 想像有一位剛信主的基督徒對你說：「我在聖經中讀到，神呼召我們成為聖潔，因為祂是聖

潔的，這似乎不可能！聖潔是什麼意思呢？」寫下一頁你對這位初信者的回答。下一堂課，

學生應該閱讀他們的回答，全班一起討論這些回應。 

2) 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每位學生都要背誦彼得前書一章 14-16 節。 

 

3) 本課程包括在最後一堂課要繳交的專題報告，請開始準備這個專題，專題的細節請見 202 

頁。 

 

深入探究 

這些書籍是本課程的主要參考來源，廣泛使用在這些課程中。除了特定的引用，註腳不會標註這

些書籍。 

Brower, Kent E. and Andy Johnson, ed. Holiness and Ecclesiology i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illiam Eerdmans, 2007. 

Brown, A. Philip, II. Loving God：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incinnati： Revivalist Press, 

2005. 

Cattell, Everett L. The Spirit of Holiness （revised edition）. Newberg, OR： Barclay Press, 2015. 

Greathouse, William M. Wholeness in Christ. Kansas City： Beacon Hill Press, 1998. 

Kinlaw, Dennis. The Mind of Christ. IN： Francis Asbury Press, 1998. 

Kinlaw, Dennis. This Day with the Mast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0. 

Noble, T.A. Holy Trinity： Holy People. Eugene, OR： Cascade Books, 2013. 

Oswalt, John N. Called to Be Holy： A Biblical Perspective. Nappanee, IN：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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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聖潔是「與神同行」的關係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時，學生應能： 

（１） 感謝神每日供應祂的子民與祂建立關係。 

（２） 認知我們的聖潔是透過與神的關係而不是藉著人的努力。 

（３） 委身在每日花費時間與神建立關係。 

（４） 在幫助其他信徒與神關係的成長方面接受裝備。 

（５） 背誦約翰一書一章 6-7 節。 

亞伯拉罕：與神同行的人 

想像 75 歲的你住在一個崇拜偶像的國家卻突然聽見神說話，

你會如何反應呢？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去。」21「拋下一切來跟隨我！」神沒有告訴亞伯

拉罕要帶領他到哪裡去，祂單單說：「跟隨我！」 

亞伯拉罕相信神並跟隨神從吾珥到哈蘭，再從哈蘭到迦南，

亞伯拉罕順服神的命令旅行超過一千英里。. 

亞伯拉罕信靠一個似乎不可能的應許，他相信神要給他一個

兒子，即使撒拉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他相信神要給他應許

之地，即使他在迦南沒有擁有土地。他相信神要使他成為大

國，即使他沒有孩子。 

亞伯拉罕是一個從異教社會來的人，他「得稱神的朋友」22，

他與神同行。 

� 徵詢三位班上同學，分享他們到目前為止與神同行的見證。這段路程是如何開始的？

這段路程中學到哪些功課？ 

 
21 創十二 1 
22 雅二 23   

祈求聖潔的禱文 

 

主啊！我放下我的計劃和目標、

我所有的渴想和願望，並接受祢

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我完全把自己、我的生命、我的一

切獻給祢，我屬於祢，直到永遠。 

 

充滿我並以聖靈為印記， 

依祢的旨意用我、遣我到祢的旨意

所定之處， 

不計代價讓祢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

生命中，從今時直到永遠。 

－史施蓓蒂(Betty Stam) 
在中國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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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五經中的聖潔：與神同行 

聖潔的子民與神同行，他們花費時間與神相處。當他們越與神同行，他們就變得越像祂。成為聖

潔代表與神同行、和神建立一種深厚的關係。 

神與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裡同行，罪破壞那種理想的關係之後，亞當和夏娃躲避神，罪使人與神

隔絕。 

罪破壞與神的關係，罪破壞人與人的關係，亞當責怪夏娃。亞當和夏娃共同犯罪，但罪破壞他們

彼此之間的關係。神的目標是使祂的兒女與祂自己、與彼此和睦。撒旦的目標是摧毀我們與神、

與彼此之間的關係。 

罪損害神和人之間的關係，但神提供修復這種關係的方法，獻祭提供與聖潔的神維持關係的方法。

我們不能透過人的努力成為聖潔，我們透過與聖潔的神建立關係成為聖潔。 

在整個舊約，我們發現聖潔子民與神同行的例子。他們不再與神在美麗的花園中同行，因為罪的

緣故，人現今在罪的黑暗世界裡與神同行。即使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與神同行還是可能，這就

是聖潔。 

 與神同行要自制 

與神親密同行需要有拒絕犯罪慾望的自制，在洪水之前的黑暗世紀，以諾「與神同行」23。以諾

自我約束，他對試探說「不」。 

以諾和週遭鄰居經歷相同的試探，但以諾和神的關係影響他對試探的回應。其他人說：「這種娛

樂看起來不錯，我要享受一下。」以諾說：「這種娛樂對我的肉體看似不錯，但我的神看為邪惡，

我不會因為肉體的慾望而傷害我與神的關係。」 

我們並非藉著自制「賺取」聖潔，唯獨神的恩典使我們聖潔。我們藉著恩典得救，我們藉著恩典

成聖。然而，恩典不表示自制是不必要的。 

魏樂德寫道：「恩典的相反並不是努力，而是賺取。」24行走包含付出努力，即便是努力仍來自

神的恩典產生的結果。我們的努力不能賺取神的恩典，我們的努力是對神的恩典喜樂的回應。身

為神的兒女，我們不是透過努力賺取神的喜愛，但我們認清自制的必要。  

 
23 創五 24 
24 Dallas Willard, Hearing God (Westmont,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2),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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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神同行要順服 

神呼召亞伯拉罕到他從未見過的地方，「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

咐去了」 25亞伯拉罕以順服的生命與神同行，聖潔的心是順服的

心：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

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26   

神沒有提供亞伯拉罕到迦南的地圖，祂沒有給予亞伯拉罕旅途的細節。祂單單呼召亞伯拉罕跟隨

–亞伯拉罕順服了。與神同行需要順服，聖潔的生命需要順服。 

 與神同行包含信心的成長 

當亞伯拉罕裡開本家時，神的應許並沒有明確的印證，亞伯拉罕用信心的生活與神同行。當我們

與神同行時，我們學習完全信靠祂，我們的信心隨著我們花費時間與神相處而深化。對亞伯拉罕

而言這很重要，因為他所面對的是比離開家鄉更大的試煉。 

在迦南，神呼召亞伯拉罕獻上他的兒子以撒。神應許亞伯拉罕將成為萬國之父，多年之後，亞伯

拉罕和撒拉有了一個兒子，現在神要求亞伯拉罕獻上他的兒子以撒為祭。希伯來書作者記載：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27  

因為亞伯拉罕與神同行，他信靠神。亞伯拉罕曾經與神同行，所以即使在他無法完全瞭解神的命

令時，他能夠信靠神，亞伯拉罕在信心成長的關係中與神同行。 

與神同行要求我們信靠祂，當我們與神同行時，即使在困境中也要信靠祂，我們讓神以祂認定對

我們生命最好的方式行事。 

這個原則在聖經中俯拾即是，在無法想像的試煉中，約伯學習能夠信靠神。在被擄期間，耶利米

帶來神要在災禍中賜下美善的應許。28 承受「肉體中的刺」的痛苦，保羅學習神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29  

 
25 創十二 4 
26 來十一 8 
27 來十一 17 
28 耶廿九 10-14 
29 林後十二 9  

「了解屬靈事物的原則不是智

力，而是順服。」 

章伯斯（Oswald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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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故事和歷史上神子民的故事教導我們，與神同行包括對祂的命令完全順服和對祂的應

許完全信靠。當我們與神同行，我們對神的信靠就越深。 

 與神同行是專一獨有的關係   

聖經中常見同行的意象，令人難過的是，以色列時常與罪同行，而不

是與神同行。許多以色列王「行在罪惡中」，他們和罪惡建立關係。

「亞比央行他父親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惡。」30其他的王「行他們父親

所行」，而不是與神同行。他們與罪建立關係，而不是與神同行。 

與神同行是專一獨有的關係，神是一個忌邪的神31 ，你無法同時與神又與罪同行。詩篇作者問

道：「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神同在的生活所要求是什麼呢？ 

 

就是行為正直、做事公義、 

心裏說實話的人。他不以舌頭讒謗人， 

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32  

 

瑪拉基說：「你們用言語煩瑣耶和華。」以色列問：「我們在何事上煩瑣他呢？」瑪拉基回答：

「藉著說：『凡行惡的，耶和華眼看為善，並且他喜悅他們。」33 以色列想成為神的朋友，然而

持續肆意妄為的罪。瑪拉基反倒警告審判日來到有如燒著的火爐一樣，在那日，作惡的都會像枯

乾的草34 聖潔的神無法忽視罪。 

神譴責以色列犯下其他國家所犯下的罪，而不是生活在順服神的律法。「因為你們沒有遵行我的

律例，也沒有順從我的典章，卻隨從你們四圍列國的惡規」35以色列不能與神同行又與罪同行，

以色列不能同時行在神的道路中又行在罪中。即使他們是神的選民，神因他們的罪懲罰他們，他

們不能與神同行又與罪同行。  

  

 
30 王上十五 3 
31 出卅四 14；申四 24；約廿四 19 
32 詩十五 1-3  
33 瑪二 17 
34 瑪四 1 
35 結十一 12 

「如果我與世界同行，我

就無法與神同行。」 

慕迪（Dwight L. Mo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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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操練：與神同行是持續的關係 

當我們與神同行時，我們與神的關係更緊密。摩西在申命記六章提供一幅何謂與神同行的圖像，

他提到以色列人應該教導他們的孩子有關神的律法。何時呢？每時每刻： 

   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36 

一個與神同行的人與神保持始終如一的關係，「平常生活」和「教會生活」之間沒有不同。聖潔

的子民不是只在教會服事神的「星期天的基督徒」，聖潔的子民渴望與神擁有始終如一、持續成

長的關係。 

當以色列無法培養每日與神的關係增長時，他們很快就轉向其他的神。當所羅門王輕忽他與神的

關係時，他很快便轉向他妃嬪的假神。 

初代教會面臨同樣的危險，保羅以激勵人心的復興建立以弗所教會。使徒約翰曾牧養他們一段時

間，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住在以弗所。他們對福音的事實擁有美好而直接的知識，可是在一代之內，

約翰提出以下的警告： 

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

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37  

發生什麼事呢？因為他們無法維持起初的愛的熱情，因為他們無法繼續在與神的關係上成長，他

們的愛變得冷淡。 

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到這樣的狀況，你能夠想像一個男人娶了美麗的太太，他把結婚證書

掛在牆上，卻從未花時間與她相處嗎？他們的婚姻健康嗎？不！營造健康的婚姻不是只靠一張結

婚證書而已，健康的婚姻是透過兩人多年對彼此的愛持續增加而成長。 

同樣地，我們被呼召對神的愛持續成長。與神同行代表花費時間與祂相處，與神同行代表持續在

我們與祂的關係上成長，聖潔的意義就在此。 

行走是一個持續的動作，它意謂不斷和進行的關係。一個聖潔的人持續在與神的關係上成長，降

服於神的時刻不是過程的結束，聖潔的生活包含不斷地與神同行。我們與神同行始於新生並持續

到見主面的時候，聖潔的生活是持續進行的關係。 

 
36 申六 7 
37 啟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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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教導他的門徒，屬靈生命完全取決於維持與他的關係。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

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

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38 

有些基督徒認為，他們與神的關係就像生命沒甚麼改變之後所作的「罪人的禱告」，聖經中與神

的關係的圖像截然不同。基督徒的生命與葡萄樹連結，39 我們的屬靈生命是透過每日與葡萄樹的

關係而維持。與葡萄樹分離的枝子很快就會死亡，與葡萄樹分離的基督徒不久就會死亡。 

與神同行需要我們花費時間與祂在一起，你無法跟你沒有花時間相處的人同行！聖潔的子民花費

時間與神相處，他們有時犧牲商機和娛樂，如此他們能夠利用時間與神在一起，他們瞭解沒有任

何事物比他們與神的關係更重要。正如馬利亞坐在耶穌的腳前，聖潔的子民知道與神相處是「不

可少的事」。40 

聖潔的子民將與神相處的時間列為首要，他們知道禱告和讀經比其他活動更重要－甚至是事工活

動。他們記得耶穌時常「早起」向祂的父禱告，所以他們養成花費時間禱告的習慣。 

聖潔的子民瞭解與神同行代表跟隨祂的引導，他們敏銳於祂的領導。他們不只問：「這是罪惡的

活動嗎？」他們也問：「這會引領我更親近神嗎？」他們想在各個決定討神喜悅。因為聖潔的子

民擁有聖潔的心，他們謹慎地讓他們的手遠離罪，他們知道與神的關係要求我們遠離任何不討祂

喜悅的事。 

� 與葡萄樹發展更深厚的關係的實際方法有哪些？阻礙我們與神建立關係是哪三個挑戰

呢？ 

 

 
38  約十五 4-5 
39  約 十五 1-17 
40  路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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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找到秘訣…… 

海弗格爾（Frances Ridley Havergal ） 

（1836-1879）
41
 

海弗格爾的父親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海弗 14 歲時見證信主。終其一

生，海弗格爾渴望與神親密同行。她寫道：「喔！祂可以把我塑造為成

聖的器皿，預備為主使用！許多時候我覺得無法用言語描述我對祂的

愛…但我仍然想要更親近。不是認識教義，而是與祂相處就會帶來這樣的感覺。」當她與神同行

時，她與祂更親近。 

1873 年，海弗格爾見證「神的靈不斷成聖的能力潔淨所有的罪並使她聖潔。」沒有甚麼可以阻

礙她與神同行，她降服於神的禱告成為一首廣為人知的詩歌，「我一生求主管理，願獻身心為活

祭」。 

海弗格爾將一切降服於神，這便是與神同行的意義，與神如此親近以致一切都屬於祂。與神同行

一輩子之後，海弗格爾最後的話乃是：「何等美麗！如此靠近天堂的大門真是燦爛！蒙福的安

息！」她的哥哥描述她的表情「如此高興，好似她已經在與神談話。」 

海弗格爾女士與神同行，她是一位聖潔的人。與神同行不只是針對生活在聖經時代的人，今天你

能夠與神同行，你能夠成為聖潔。 

 

我一生求主管理，願獻身心為活祭， 

我光陰全歸主用，還不夠報主恩寵。 

 

我雙手為主作工，因被主慈愛感動， 

使我腳為主行路，快如飛從主吩咐。 

 

使我口時常頌揚，讚美我榮耀君王， 

使我口滿有主言，各處宣講在人前。 

 

 

 
41 The story of Frances Havergal is adapted from Wesley L. Duewel, Heroes of the Holy Lif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2), p. 80-89. 

願虔誠獻上金銀，不為自己留分文， 

我智慧並我才能，辦主事赤膽忠誠。 

 

願將志願獻給祢，凡事聽憑主旨意， 

使我心做主聖殿，有聖靈住在中間。 

 

使我愛如火燒焚，全獻給我主我神， 

我願獻心靈百體，因本來都屬於祢。



 

第二課 概要 

 聖潔是關係 

 

ü 成為聖潔代表與神維持關係，聖潔是與神同行。 

ü 與神同行需要對不正確的慾望說「不」的自制力。 

ü 自制不是拒絕恩典的能力，我們藉著恩典得救，我們藉著恩典成聖 

ü 與神同行需要對神的命令完全順服，我們無法同時與神同行又與罪同行。 

ü 與神同行需要對神的應許全然信靠。 

ü 與神同行代表與神建立每日與持續的關係。 

ü 聖潔的生活要求每日與葡萄樹建立關係，我們的屬靈生命全然取決於我們與神的關係。 

 

作業 

 

1) 想像一個剛信主的基督徒對你說：「我想跟神有更深的關係，我愛神，但要知道如何增進與

神的關係有點困難。我看不見神，所以神似乎離我很遠。我該怎麼辦呢？」寫出一頁的信，

你在信中幫助這位信徒了解怎樣增進他與神的關係。下次上課時，每一位學生要分享他們的

答案並討論。 

 

2) 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先背誦約翰一書一章 6-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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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聖潔是人的身上擁有神的形像 

本課目標 

本課完成後，學生能： 

(1) 感謝神在人身上恢復神形像的計畫。 

(2) 認知到神在我們身上恢復神形像的過程。 

(3) 允許神在每日轉變成為祂的形像的計畫上作工。 

(4) 背誦哥林多後書三章 17-18 節。 

摩西：臉面發光的人
42
 

這是摩西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在法老的宮殿中長大，他見過一些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但今

天摩西將遇見比法老更偉大的一位，他將遇見耶和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 

摩西曾在焚燒的荊棘中與神對話，他曾在紅海看見神毀滅法老的軍隊，但今天摩西要比在焚燒的

荊棘裡或紅海中更靠近地看見神。 

今日，摩西在耶和華的臨在中。摩西只有一個要求，「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神告訴摩西那是

不可能的，「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面的不能存活。」但神賜給摩西一個特別的恩惠： 

   耶和華說：「看哪，在我這裏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

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過去，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

卻不得見我的面。」 

摩西只看見神一小部分的榮耀，但他回到營地時，他的臉面發光。每次摩西在神的臨在當中， 

「摩西的臉面就會發光」，直到下次再去見神之前，摩西都會用帕子再次遮蓋臉。43神的榮耀在

摩西的臉上反射出來，摩西是一個臉面發光的人。 

我們是按照神的形像所造，我們被造乃是為了顯露神的榮耀。雖然罪損壞神在人身上的形像，神

試圖在每位信徒身上恢復祂的形像。成為聖潔是看起來像我們的天父，神的旨意是恢復祂子民身

上神的形像。 

 

 
42 出卅三 17-23 
43 出卅四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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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是人的身上擁有神的形像 

� 試想一位活出聖潔典範的基督徒，你在他的身上看見我們天父哪些特質呢？ 

摩西五經顯示神是一位聖潔的神，因為神是聖潔的，祂呼召祂的子民成為聖潔。我們受造是要看

起來像我們的天父，我們受造是要成為聖潔，神的目標是以祂的形像造祂的兒女。 

擁有某人的形像表示長得像某人，我們是以神的形像所造。這

並不意謂神有一張像我們的臉，而是我們的靈受造要反映神的

本質。我們受造要成為神形像的鏡子，正如鏡子反射一個人的

臉，我們受造乃是要反映神的形像。 

我們受造要成為像神一般的純淨和聖潔，成為聖潔意謂反映神

的形像。神命令祂的兒女「要聖潔。」為什麼？「因為我是聖

潔，你們要像我一樣。」44我們受造要成為聖潔的子民，我們受

造要看起來像我們的天父。 

 

 我們是以神的形像所造 

創造故事的高潮是人「照著神的形像」45被造，神所有的創造都是好的，但唯有人是照著神的形

像所造。神造人像祂自己，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46 

人擁有無限的價值，因為我們是以神的形像所造。保羅描寫人「是神的形像和榮耀」，47 我們受

造是為了反映神的榮耀。 

 

 

 

 

 
44 利十一 45；彼前一 16 
45 創一 27 
46 詩八 5 
47 林前十一 7 

祈求聖潔的禱文 

主啊！使我的靈反映祢 
唯獨祢 
在我裡面發光， 
人們可以看見 
祢的愛、 
祢的恩典… 

–布蘭奇·瑪莉·凱利

（Blanche Mary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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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墮落損壞人身上神的形像 

罪敗壞人身上神的形像，在創世記一章中，人是「以神的形像」所造，到創世記六章，「凡有血

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48  人如此遠離神的計畫，以致「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49  

創造時賜給人的榮耀成為羞愧，保羅生動地描繪人從神轉向假神時所失去的。因為墮落，將不能

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結果，神： 

• 「任憑他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 

• 「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 「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50  

這一切都是墮落的結果，因著罪，人的榮耀變成羞愧。神的形像被敗壞，人再也不像他的創造者。 

 神的形像在祂子民的身上恢復 

然而，神沒有不理會人。獻祭是抵銷罪的懲罰並恢復神和人之間的關係的方法，但神的旨意遠比

擔負我們罪的形罰更加深入，神試圖使人像祂一樣聖潔。 

神的旨意是以祂的形像塑造我們，51當祂的形像在我們身上恢復時，罪的羞愧除去，我們再度顯

露神的榮耀。這是聖經的核心主旨之一： 

• 我們是按神的形像所造（創 1-2）。 

• 由於罪，人身上神的形像損壞（創 3）。 

• 以創世記三章 15 節彌賽亞的應許為開始，以天堂為結束，神正在恢復人身上的形

像。 

約翰應許如果我們住在祂裡面，「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

愧。」52 當我們轉變成祂的形像時，我們重新得著墮落時失去的榮耀。我們的羞愧被除去，我們

可以坦然無懼地面對祂的來臨。當我們在神的形像中成長時，我們就成為聖潔。就如神是聖潔，

祂的子民也成為聖潔。 

 
48 創六 12 
49 創六 5  
50 羅一 23-28 
51 羅八 29 
52 約一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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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被呼召要顯露神的形像 

神呼召以色列成為聖潔的子民，祂的旨意是恢復祂在以色列的形像。神揀選以色列成為祂在其他

國家的特別代表，祂將以色列分別出來成為祂揀選的子民，他們要向其他國家顯露祂聖潔的本質。 

神呼召以色列成為一個「祭司的國度」，「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53祭司

的工作是在人民中代表神，以色列的使命是在列國中代表神。神呼召以色列向其他國家展現祂聖

潔的本質，為了完成這項使命，以色列必須成為聖潔。 

以色列忠於神的時候，她反映神的聖潔本質，她成為反映神聖潔的鏡子。當以色列轉向偶像時，

她反映偶像的罪惡本質，她成為反映偶像罪惡的鏡子。當以色列無法看起來像神時，她對世界的

使命便失敗。  

 教會受呼召顯露神的形像 

在新約中，教會受呼召成為神的聖潔子民，教會受呼召成為「祭司」，在世界中代表神。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

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54  

就如神揀選以色列向列國顯露祂的形像，祂揀選教會「向眾人宣揚神如何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

明」。神揀選教會向不認識祂的人呈現祂的本質，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教會必須反映神的形像。

為了完成她的使命，教會必須成為聖潔。 

教會對神忠心時，她看起來像神，她反映神的聖潔本質。當教會轉向流行、財富和權力的偶像時，

她看起來像她的偶像，她反映她的假神的罪惡本質。當教會不能看起來像神，她對世界的使命便

失敗。 

 

 
53 出十九 6 
54 彼前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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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形像在每一位信徒身上恢復 

我們受造要像我們的天父，我們是按照神的形像所造，但這個形像在墮落時損壞。神的形像依然

存在55，但是被罪隱藏。 

想像一個人在中國挖掘，他發現一個美麗的古董花瓶。它起初看起來並不漂亮，灰塵和泥土蓋滿

瓶身。旁觀者也許會說：「丟了吧！它不值錢！」但是專家知道，塵土底下是一個美麗的寶藏。 

神在人身上的形像因人的墮落而損壞，神的形像被罪的灰塵和泥土掩蓋，但是神正在恢復祂在我

們身上的形像。「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56 猶如耶穌像祂的

天父，我們也要像我們的天父。聖潔是「像神」，聖潔是恢復神在人身上的形像。 

米開朗基羅的「聖殤」是義大利最有名的雕像之一，1972 年

一位精神異常的人拿起一把榔頭敲碎這座雕像，藝術家工作

數個月以修復損害。因為這座雕像非常有價值，他們小心翼

翼地修復原作的樣貌。今日，你無法看出雕像受損的部分，

藝術家將「聖殤」修復得如原作般美麗。 

在墮落中，罪敗壞神最偉大的創造，罪損壞神在人身上的形

像。因為神看人為寶貝，祂開始恢復祂在我們身上的形像。

從墮落至今，神持續透過恩典作工，為了讓人恢復起初的美

麗，神的目標是恢復祂在我們身上的美麗形像。 

許多人對福音一知半解，他們對福音的概念是： 

1) 我是一個罪人。 

2) 神拯救我。 

3) 我現在可以上天堂。 

 

這是好消息–但不是福音的全貌！福音的好消息在於明白神永恆的旨意： 

1) 我是一個罪人。 

2) 神拯救我。 

3) 神現在正恢復祂在我身上的形像。 

 
55 創九 6 
56 羅八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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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天堂，我「必要像他，因為（我）必得見他的真體。」57 神對祂子民的旨意將會成

就。  

 

奇妙吧？神拯救你為了使你像祂自己，這就是聖潔生命的

美。身為聖潔的子民，我們被恢復成為擁有神的形像。 

神從埃及手中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祂能居住在他們當中，與

他們維繫愛的團契。神釋放以色列人並非為了使他們活得像

迦南人，神釋放他們，所以他們能夠被塑造得像祂。 

相同地，我們得救是為了活出與神有親密的關係，並轉變成擁有祂的形像。神把我們從我們的罪

中拯救出來，所以我們能夠成為聖潔，像祂一樣聖潔，我們被造是要反映祂的榮耀。 

聖潔操練：聖潔和性格 

有些人相信聖潔的人擁有特定類型的性格，回頭思想你對這一課開頭的問題的答案：「試想一位

活出聖潔典範的基督徒，你在他身上看見我們天父的哪些特質？」你主要是根據人格特質描述他

們嗎？我們常常這樣做！ 

然而，當我們讀新約聖經時，我們看見各種人格特質在五旬節時呈現。所有類型的人都被聖靈充

滿，五旬節之後，門徒不是突然變成不同類型的人。神反倒透過他們天性作工，以新的方式成就

祂的旨意。 

多馬不是突然成為一個耀眼、樂觀的人，直到他死亡，多馬大概是安靜內向的。西門彼得不是突

然成為一個安靜坐在不起眼角落的人，即使在五旬節之後，彼得還是那個會信心滿滿地說：「主

啊，這是不可的！」58那一位。 

神造我們每一個人擁有獨特的性格，成聖並不是摧毀這些特質。當我們將自己降服於神時，祂的

形像反倒透過我們的性格顯露。 

 

 

 
57 約一三 2 
58 徒十一 8 

聖靈在一個人生命中的明顯證據是與

耶穌基督無疑地就像家人，以及不受

控於一切非屬基督的事物。 

章伯斯（Oswald 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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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形像可能透過我們的性格展現嗎？ 

這種情形在日常生活中看起來如何呢？一個完全降服於神的好勝、外向的「Ａ型」人，他會持續

是「Ａ型」性格，一個躲避人群、害羞的人會持續是害羞的人。然而，在兩個案例中，成聖的人

看見沒有反映神形像的地方時，他們允許神把他們性格中「粗糙的邊緣磨掉」。 

舉例來說，葛雷格牧師和馬克牧師具有強悍的個性。兩人擁有強烈的信念，兩人都善於辯論且能

言善道，兩人都置身領導的地位。因為他們的強烈信念，兩人有時會因他們的言語冒犯別人。 

我在葛雷格牧師生命的末期認識他，他告訴我：「我從沒道歉過，我毫不在意他人怎樣看待我說

過的話，如果他們誤會我那是他們的錯，我內在動機純正。」雖然葛雷格的內心真誠，他牧養的

教會時常被他的話語傷害，他從未學會讓神的形像透過他的性格顯露。  

馬克牧師也是一個強悍的領袖，然而馬克牧師學到什麼是反映神形像的意義。他學習說：「抱歉！

我說得太過分了。」他學習表現公義和憐憫，馬克牧師的會友說：「我們的牧師對待我們像耶穌

一樣。」 

聖潔不是改變你的人格類型，當聖靈說：「你需要道歉，你說得太過分了。」聖潔令你敏銳於聖

靈的聲音。 

如果你的個性是躲避大眾的眼光，聖潔不是將你變成一個外向喜愛出風頭的人。然而，當神說：

「我要你在這個狀況下站出來領導。」聖潔確實使你願意將你的猶豫放在一旁。 

柯德爾 (Everett Cattell) 提供三個例子，他說明撒旦如何喜歡把我們天生的傾向扭曲成破壞神在我

們生命中的形像的事物。59 

 

實例一：飲食 

飢餓是天生的慾望，「為了榮耀神」而吃是可能的，60沒有人應該尋求消除飢餓的屬靈經驗。 

然而對許多人而言，撒旦已經敗壞這項天生的慾望，使之成為暴食。飲食是為了滿足天生正常的

需求，卻反倒成為取悅自私慾望的方式。  

暴食的解決方法不是消滅飲食的樂趣，解決方法是自我控制，也就是避免把天生的慾望扭曲成為

危險甚至有罪的事物。 

 

 
59 Everett L. Cattell, The Spirit of Holiness (Newberg, OR: Barclay Press, 2015), pgs 30-35. 
60 林前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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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二：敏感 

柯德爾提供一個更棘手的例子。任何擁有正常情緒的人對傷害和痛苦具有某個程度的敏感，這是

正常且無罪的。然而，如果我們允許這種敏感發展成自憐，成為自我中心的態度，限制我們有效

服事神和向別人反映神的形像的能力。 

 

再說一次，解決之道不是消除所有情緒的敏感，對別人的話語和行動變得麻木不仁。我們反倒必

須學習將這種敏感降服於神，允許祂引導和掌管我們對傷害的反應。 

實例三：舌頭 

這或許是最困難的例子，我們所有人都必須使用舌頭。我們無法禱告說：「神啊！請拿掉我的舌

頭。」然而，不能允許舌頭失去控制。 

柯德爾舉例說明一位時常提出正確意見的宣教士，但是他卻用強勢的話傷害別人。在一場靈命特

會中，他說出一些傷害許多與會人士的話。那個晚上，神將這個用舌頭傷害別人的宣教士定罪。  

這宣教士禱告後去參加早上的聚會，他對其他在場的人說：「如果我的問題是酒，那還算是容易，

我會將酒丟掉，問題就解決了。但我的問題是我的舌頭，我無法為了神的榮耀而切掉它。不過我

已經將我的舌頭交託給神，我信靠聖靈將會幫助我為了神的榮耀而使用它。」 

柯德爾牧師針對舌頭的問題指出兩個錯誤： 

  ‧錯誤一：「我是有罪的，無法控制我的舌頭。我必須持續用我的舌頭犯罪，因為神的恩典

沒有足夠的能力醫治我的問題。」 

  ‧錯誤二：「我已經禱告神會使我聖潔，所以祂會控制我的舌頭。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操練自

己，我只要信靠神。」 

正確的態度說：「我已經將我的心和我的舌頭降服於神，我的心是純淨的，但我知道我依然必須

操練自己使用我的舌頭。我必須在說話前先利用時間思考，我必須在說話前先利用時間禱告。假

如我說得太快，我必須謙虛並悔改。」一個聖潔的人會很快去見被冒犯的弟兄，以謙卑的態度悔

改。61 

 
61 太五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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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危險區域是什麼？試想能夠導致罪惡的態度或行為的天生慾望，舉出這種天生的慾望

有時如何造成你困擾的例子，然後提供一個神如何幫助你控制這個慾望的例子。 

 神如何塑造聖潔的人的性格呢？ 

當我們尋求反映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形像，神會在許多方面作工，塑造我們成為祂想要我們成為的

人。就如在中國發現稀有花瓶的考古學家小心翼翼地擦亮它，神仔細地磨練祂的兒女，直到我們

發光並反映祂的形像。 

神用哪些方法塑造祂的子民成為祂的形像呢？此課開始時，我們看見摩西如何反映神的形像。審

視摩西的生平，它提供我們一些神如何塑造我們成為祂的形像的範例。 

摩西早年並非總是反映神的的形像，他的脾氣造成他殺人，甚至威脅阻止他在神的國度裡發揮任

何用處。62 然而，神塑造摩西成為「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63 摩西很快感到沮喪，64 

但神塑造他成為一個忠實帶領他的人民走過曠野四十年的人。神如何轉變摩西的性格呢？ 

v 神使用祂的話語塑造祂的兒女成為祂的形像 

神最有效的使用工具之一是祂的話語，當我們將神的話存在我們心中，神就會使用祂的話語引導

我們。65 當摩西直接從神的手中接受神的律法時，它就塑造他的理智和他的性格。 

聖潔的子民是神話語的子民，他們知道在神的話語中他們會看見神的本質。他們知道在神的話語

裡，他們會學習他們的性格應該如何反映神的性格，我知道在歷史中沒有一個偉大的基督徒不是

話語的學生。 

v 神使用困難的處境塑造祂的兒女成為祂的形像 

因為摩西謀殺埃及人，他在沙漠度過 40 年。「我浪費我的機會，除了牧羊之外，我什麼事都不

能做。」，這樣的念頭一定不時出現在腦海中，但神使用那四十年塑造摩西成為一個領袖。 

彼得生命中最激勵人的經文之一是耶穌預言他經歷試驗時的失敗，耶穌警告彼得：「撒但想要得

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他鼓勵彼得：「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62 出二 11-15 
63 民十二 3 
64 出五 22-23 
65 詩一一九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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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應許從彼得（暫時的）失敗中帶來好的結果：「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66 神甚

至使用彼得徹底挫敗的處境，使彼得變得更有效力。 

聖潔的子民在困難的處境中信靠神的護理，他們相信羅馬書八 28，因為他們致力活出羅馬書八

29。神應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提

及祂在祂兒女生命中的「旨意」：「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不是所有發生在聖潔的人身上的事都是美好的！但所有的事「互相效力」成就神美好的旨意–塑

造我們成為祂的兒子的形像。 

v 神使用人塑造祂的兒女成為祂的形像 

這或許是三者中最難的一個，神使用人–時常是難以相處的人–塑造我們成為祂的形像。當摩西

承擔沉重的領導責任即將精疲力竭時，神使用他的岳父葉忒羅（他甚至不是以色列人）提供建議，

讓摩西更有效率。67 

我們可以再次審視西門彼得，透過他和約翰的互動，以及後來和保羅的衝突，彼得被塑造得越來

越有神的形像。當彼得無法遵守聖靈教導他和外邦人同桌吃飯的功課時，保羅「當面抵擋他」。
68身為資深的使徒，這對彼得一定是尷尬的事。當保羅仍然在殺害基督徒的時候，他正在跟隨基

督！但彼得允許神透過保羅作工，好將他帶到神希望彼得成為的樣式。 

聖潔的子民允許神透過其他人作工，為了塑造他們的性格成為祂的形像。箴言說：「鐵磨鐵，磨

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69斧頭銳利的邊緣是靠斧頭磨擦鋼鐵變得鋒利，同樣地，當人彼

此互動時，他們的技巧變得老練。 

聖潔的生命不只是一次性的危機時刻，而是每天轉變成神的形像。當我們順服神在我們生命中的

工作時，祂逐漸塑造我們成為祂的形像，這是聖潔的實際生活。 

  

 
66 路廿二 31-32 
67 出十八 1-27 
68 加二 11 
69 箴廿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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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秘訣…… 

弗蘭克．克勞斯理（Frank Crossley） 

聖潔的心不是僅限於牧師或宣教士，神要改變每一個基督徒成為祂的形像。弗蘭克．克勞斯理在

平常的生活中活出神的形像，弗蘭克．克勞斯理不是傳道人，他是克勞斯理引擎公司的老闆。他

不是住在一個躲避試探的洞穴中，他住在曼徹斯特，一個大型的工業城市。 

弗蘭克．克勞斯理是十九世紀英國富有的商人，信主不久之後，克勞斯理耳聞一位在救世軍的年

輕女孩見證聖靈的改變大能。克勞斯理告訴他的太太：「我想要像那個女孩一樣認識神。」隔天

晚上他回去後開始尋求一個純淨的心。 

神藉著信心潔淨他的心之後，克勞斯理不希望只是賺錢，他決定成為傳道人。他聯繫救世軍的卜

維廉將軍，但卜氏明智地建議克勞斯理先生繼續商人的工作，卜將軍相信弗蘭克．克勞斯理透過

他的生意會更有果效地服事神。 

克勞斯理先生問：「我如何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展現神的形像呢？耶穌會如何對待我員工呢？」他

將他的工廠搬遷到城市最窮的地區，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他對待他的員工猶如基督徒弟兄。 

弗蘭克．克勞斯理藉著像基督的態度展現聖潔的心，日復一日，克勞斯理先生以他對待其他人的

方式反映神的形像。一個商業上的競爭對手曾為了一份傷腦筋的合約去見克勞斯理先生，他後來

說：「克勞斯理先生對待我就像耶穌基督那樣。」這位同行的商人在弗蘭克．克勞斯理身上看見

神的形像。 

對弗蘭克．克勞斯理而言，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如何賺更多的錢？」最重要的問題是「我是否

看起來像我的天父？」因為如此，克勞斯理先生向他周圍的人顯露神的形像，這就是聖潔。 

願我常有頌主之心 

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願我常有頌主之心，此心離罪自由， 

此心常念救主寶血，為我白白傾流！ 

願我溫和順服之心，作我恩主寶位， 

在此只聞基督聲音，單以祂為主宰。 

 

 

願有謙卑懊悔之心，篤信、真誠、清潔， 

無論死亡，無論生存，決不與主離別。 

願將我心舊態改變，充滿上主慈愛， 

心意更新，純潔善良，能與主心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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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概要 

ü 聖潔意謂反映神的形像。 

ü 罪損壞神在人身上的形像。 

ü 聖經的中心主題之一是神恢復在人身上的形像。 

ü 神的永恆旨意是恢復我們成為祂的形像。 

ü 當以色列忠於神，她向列國展現祂的形像。 

ü 當教會忠於神，我們向我們周遭的世界展現祂的形像。 

ü 罪已經損壞神在我們身上的形像，然而神在每個信徒的生命中作工，讓我們越來越像祂。 

ü 福音的好消息是： 

o –我是個罪人。 

o –神拯救我。 

o –神正恢復祂在我身上的形像。 

o –在天堂，我將會像祂，因為我將看見祂的真體。 

 

ü 神正作工塑造祂的兒女成為祂的樣式，不管我們的性格如何，祂想要透過我們彰顯祂自己。

神使用祂的話語、生活處境和其他人，在我們身上塑造祂的形像。 

 

作業 

 

1) 撰寫一份二至三頁的短文，主題為「神在我身上的形像」，回答四個問題： 

A) 假如我的家人看著我，他們會在我身上看到神的形像嗎？ 

B) 我的家人會在我身上看到哪些不像神的形像的部分呢？ 

C) 我可以用來反映神在我生命中的形像的三個實際步驟是什麼呢？ 

D) 神現在正使用什麼處境或人塑造祂在我身上的形像呢？ 

 

2) 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背誦哥林多後書三章 17-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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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聖潔是有所分別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時，學生應： 

(1) 認知每一個基督徒與罪隔離的重要性。  

 (2) 瞭解分別出來歸給神的特權。 

 (3) 制定實用原則，從聖經理解分別。 

 (4) 背誦哥林多前書六章 16-18 節。 

摩西：站在聖地的人 

摩西在沙漠中照顧羊群時，他看到正在燃燒但未被燒毀的荊棘。摩西走近這幕奇景時，他聽到神

呼喚：「摩西，摩西！」摩西回答：「我在這裡。」神警告：｢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

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70 

在古時，赤腳代表謙卑和崇敬。沒有人可以在法老面前穿鞋，摩西站在比法老更大的全能神面前，

他站在聖地上。 

摩西站的地方有什麼特別呢？是什麼使它成為聖潔呢？是否有｢聖地｣標誌的柵欄呢？否。是否有

人舉行宗教儀式將地面標記為聖潔呢？否。 

這地是聖潔的，只因它屬於神。神將這地與沙漠的其餘

地方分開，並稱它為聖。神「使地成聖」說明聖潔的重

要，這地是聖潔的，因為神將它分別出來，神分別出來

的就是聖潔。 

幾年後，神在西奈山再次會見摩西，神將一塊地分別為

聖。摩西告訴百姓遠離那座山，他們不可上山或觸摸山

的邊界，因為它是聖潔的。神的同在大有能力，以致摩

西警告百姓，凡摸這山的，必要｢治死｣他。71這座山屬

於神，摩西站在聖地。  

 
70 出三  5 
71 出十九 12 

祈求聖潔的禱文 

全能的神， 

祢為自己創造我們，我們的心一直不

安，直到在祢裡面找到安息。 

給我們清潔的心和堅定的目標，不要

讓私慾妨礙我們瞭解祢的旨意，不要

讓軟弱妨礙我們實行祢的旨意。 

-希坡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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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是有所分別 

聖潔是神的屬性，在聖經中，「聖潔」一詞是指神或屬神的事物。在摩西和燃燒的荊棘的故事中，

那地是聖潔的，只因為它屬於神。成為聖潔意謂分別出來歸給神，摩西五經中許多例子說明「聖

潔」的事物與一般或普通的事物有所分別。 

 聖日 

聖經中第一次出現「聖潔」一詞時，它不是指一個人，而是指一天。在六天的創造結束，神將第

七天與其他六天分開。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72 

第七日是聖潔的，因為它是為神而分別出來的，它不再是一般的日子。以賽亞說安息日與其他日

子分開， 這一天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或「以自己的歡愉」度過；它是屬於神的73，安息日被

神分別出來為了敬拜。 

以色列忠於安息日表明她對神的信實，將安息日分別出來的神將以色列分別出來。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你我

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74 

成為聖潔就是被神和為神分別出來，神使安息日成聖；神使祂的子民成聖。 

 聖物 

被分別出來的一塊地是聖潔的；它屬於神。有別於其它的日子是聖潔的；它屬於神， 任何分別

出來歸給神的事物都是聖潔的。 

祭司穿的衣服是聖潔的75，它們是由神特別指示而製成的，是屬於神的。百姓帶到會幕的祭物是

聖潔的，它們為神而分別出來。76祭司在敬拜中使用特殊的油，神命令：「這油，我要世世代代

以為聖膏油。」77沒有其他人可以使用這油；它被分別出來為神使用。」 

 
72 創二 3 
73 賽五十八 13 
74 出卅一 12-13 
75 出廿八 2 
76 出廿八 38 
77 出卅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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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供會幕所需，神要求以色列每個人都要納稅，稱為「聖所的舍客勒」78。這筆錢不是用於

一般用途， 許多學者認為這是與一般的舍客勒完全不同的硬幣，它是聖潔，是屬於神的。 

會幕中的器具是聖潔的，神曉諭摩西將器具與其他所有材料分開。「要使這些物成為聖，好成為

至聖；凡挨著的都成為聖。」79 

每種物件不是聖潔的就是一般的80，一般的並不代表有罪，它代表器具沒有分別出來為神使用。 

以色列了解任何物件的三種可能性： 

 

• 不潔的—沒有人可以使用它，對於神的子民來說，這是「禁用的」。 

• 潔淨的—它是用於平常的一般用途。 

• 聖潔的—它已經被分別出來為神使用，僅用於服事神。 

 

在以色列進入迦南之前，神指示要種樹。 

• 在最初的三年中這些果子，「如未受割禮的，是不可吃的。」它在儀式上是不潔淨的。 

• 「第四年所結的果子全要成為聖，用以讚美耶和華。」第四年的果子是分別出來為神使用，

是聖潔的。 

• 從第五年開始，「你們要吃那樹上的果子。」樹現在是潔淨的，可以用作一般用途。81 

 聖地 

會幕是聖潔的，因為它是分別出來給神。 會幕中的一切

都分別出來為神使用，神會見大祭司的地方被稱為至聖

所。 

耶路撒冷的聖殿後來是聖潔的，因為它是為服事神而分

別出來。 聖殿是聖潔的，只因為它屬於神。 由於以色列

的罪，以西結看到神的榮耀離開聖殿的異象。82  神的榮

耀離開後，聖殿不是聖潔的。 西元前六十三年，羅馬將

軍龐貝進入至聖所，他看到那裡空無一物。 因為神不再住在那裡，所以聖殿不再是聖潔的。 

 

 
78 出 卅 13、24、卅八 24-26；利五 15、廿七 3、廿五；民三 47、5、七 13 
79 出卅 29 
80 許多翻譯將「褻瀆」一詞用於「一般」的物件， 欽定本使用「不潔淨的」。這兩個詞都不是「有罪」的意思，這

些詞僅表示該物件沒有「分別出來」作為聖潔的用途。 
81 利十九 23-25  
82 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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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支派 

利未支派被分別出來歸給神，以色列離開埃及的前一天晚上，埃及家庭的每個長子被殺。 以色

列的長子得救是因為他們聽從神的吩咐，在每個房屋的門框上塗抹羔羊的血。 

以色列以兩種方式記念從埃及得到拯救，首先，每個猶太家庭每年都吃「逾越節晚餐」，這一餐

是慶祝以色列從埃及得到拯救。 

以色列記念從埃及得到拯救的第二種方式甚至更加戲劇化，為了提醒以色列，神已經拯救他們的

長子，神命令： 

  「以色列中凡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別為聖歸我。」83 

「分別為聖」一詞來自希伯來文，翻譯為「成聖」或「分別出來」。每個家庭的長子都屬於神，

神揀選利未支派代表全以色列的長子，這個支派代替整個國家服事。 

「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利未人要歸我。因為凡頭生

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擊殺一切頭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頭生的，連人帶牲畜都分別

為聖歸我；他們定要屬我。我是耶和華。」84 

在出埃及記廿九章，神規定祭司分別為聖的儀式， 「聖潔」一詞在此章使用九次。利未人被分

別為聖代替長子，這個支派完全屬於神。 

�為什麼神強調以色列分別出來的信息很重要呢？ 

為什麼保羅要為哥林多（林後六 14-七 1）和帖撒羅尼迦（帖四-五）的教會強調這個信

息呢？ 

為什麼這個信息在現今很重要呢？ 

這些例子（聖日、聖地等）表明聖潔是為神分別出來，這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今聖潔生活的含義。 

聖潔的人完全屬於神，他是為了神的旨意而分別出來。成為聖潔是與罪隔離，分別出來歸給神。 

 

 

 
83 出十三 2 
84 民三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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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聖潔是與罪隔離 

因為神是聖潔的，祂的子民必須聖潔。有罪的人不能與聖潔的神建立關係，聖潔的子民讓自己遠

離神不喜悅的任何事物。 

 聖潔的神憎惡罪 

神在洪水中彰顯祂的聖潔，神創造的世界「非常好」，但是被罪敗壞。當神看著人時，祂看到人

心中的惡。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

憂傷。85 

挪亞和他的家人得救是因為挪亞過著聖潔的生活，「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

挪亞與神同行」86。他與罪隔離。 

神在對拿答和亞比戶的審判中彰顯祂的聖潔，亞倫的兒子被分別出來服事神。當他們違反會幕的

聖潔時，「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他們就死在耶和華面前。」87利未記沒有記

載拿答和亞比戶的犯罪細節，但神說：「我在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聖；在眾民面前，我要得榮

耀。」88神的祭司必須視祂的會幕為聖潔，拿答和亞比戶認為他們可以像對待一般事物一樣對待

聖物。 

神對摩西和亞倫的審判彰顯祂的聖潔，摩西和亞倫被禁止進入應許之地，「因為你們不信我(神) ，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89在神曉諭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後，摩西擊打磐石，神審判摩西是因

為他沒有在百姓面前尊榮神。 

因為神是聖潔的，所以祂不能忽視罪。在摩西五經中，罪被稱為「耶和華所憎惡」共有十次，這

是神憎惡的， 聖潔的神憎惡罪。 

 聖潔的人恨惡罪 

神是聖潔的神，是愛的神。人的罪造成問題，聖潔的神如何繼續與有罪的人建立關係呢？ 神如

何能顯示祂對人的愛，同時真實表達祂的聖潔呢？ 

 
85 創六 5-6 
86 創六 9 
87 利十 2 
88 利十 3 
89 民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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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下律法是為了幫助祂的子民過聖潔的生活，律法不是讓我們的生活更加困難；它是為了幫助

我們與神建立正確的關係。律法為神的子民提供與罪隔離的典範， 聖潔的子民會憎惡罪，就像

聖潔的神憎惡罪一樣。 

新約的作者教導，分別出來歸給神的規定就是與罪隔離。 雅各問：

「你們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

就是與神為敵了。」90你不能既是神又是罪的朋友， 你不能同時與神、

與罪同行， 聖潔的生活要求與罪隔離。 

保羅寫信給那些認為神的恩典允許他們繼續故意犯罪的人，他們問：

「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嗎？」91保羅的回答非常明確：「斷乎不可！ 豈

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只有兩種選擇： 

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 

作順命的奴僕，以致成義92 

你不能把自己既交給罪，又交給神。基督徒「既從罪裏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僕。」93身為神

的兒女，我們必須與罪隔離。 

保羅切實表明我們的責任乃是避免故意犯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

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94 

為神而活時，不可能與罪保持友誼。分別出來歸給神要求與罪隔離，我們不能與神又與罪保持關

係。 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後，他們「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95與罪結合導致與

神分離。 

救恩不是讓我們享有恣意犯罪的自由，而是讓我們不受罪的綑綁，進而成為聖潔。救恩的目的是

使神的子民成為聖潔， 神的目標是拯救我們脫離罪惡，並使我們分別出來與祂建立關係。96 

 
90 雅四 4 
91 羅六 15 
92 羅六 16 
93 羅六 18 
94 羅六 19 
95 創三 8 
96 John N. Oswalt. Called to Be Holy: A Biblical Perspective (Nappanee, IN: Evangel Publishing House, 1999), 33. 

「耶穌受死，不是要使人

與罪妥協，而是要拯救他

們脫離罪。」 

R.E. 霍華德 (R.E. H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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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的山上旅行， 路的旁邊是懸崖，底下是一條河。你認為我會要求公車司機，看他可以

把車子開得多麼靠近懸崖嗎？不會！我想盡可能地遠離懸崖。同樣地，聖潔的人遠離罪。 在生

活的每個層面，聖潔的人避免犯罪的生活方式。聖潔的人盡可能遠離罪，盡可能與神親近。 

使徒彼得這樣說：「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如何達成這樣的目標？ 透過活出聖潔的生活。「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你

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97聖潔的生活是神子民屬神的記號，聖潔的人遠離罪，因為他

們是「屬神的子民」，聖潔的人想要完全屬於神。 

保羅提醒哥林多人，「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他列舉一些不能承受神國的人：「無論是淫亂

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

不能承受神的國。」然後他提醒他們：「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哥林多的基督徒在邪惡

的環境中成長，並犯下這些罪。 

但是保羅拒絕把基督徒留在那樣的狀態， 他不是說：「現在你們是基督徒–是那淫亂的、拜偶

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等。」保羅反倒說：「但如今你

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98 

保羅喜樂，「現在活著的不再是你！ 你不再受這些罪綑綁。 你已經脫離罪，你現在屬於神。」

成為聖潔就是要與罪隔離，如此我們能夠分別出來歸給神。 

 

 

 
97 彼前二 9-12 
98 林前六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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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聖潔是分別出來歸給神 

烏西雅是位好國王，「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他定意

尋求神……。神就幫助他攻擊非利士人。」99烏西雅在政治上強

盛， 他擴張猶大的領土，並奪回在衰弱國王統治期間所失去的土

地。「他的名聲傳到埃及，因他甚是強盛。」100 

烏西雅是個強大的國王，但他的故事卻以悲劇結束。「烏西雅強盛

起來，就心高氣傲，以致自尋毀滅，竟冒犯耶和華他的神。」101 

什麼導致神對烏西亞的審判呢？ 國王進入聖殿，他要在香壇上燒

香，他違反一般事物與聖潔事物之間的分別。結果，烏西雅「長大痲風直到死的時候；他既然長

了大痲風，就住在一間隔離的房子裡，不能進耶和華的殿。」102 

烏西雅王沒有謀殺、偷竊或姦淫，他沒有拜偶像或交鬼，烏西雅違反神的分別律法而犯罪。烏西

雅因他的驕傲觸摸神聖的祭壇，「他心高氣傲…冒犯耶和華他的神。」  

烏西雅王因他的驕傲違反聖殿的聖潔，律法教導神的子民必須與罪隔離，如此他們能夠與神建立

完美的關係，聖潔的生活是分別出來歸給神。 

歷史書提供許多分別出來歸給神的人和物的例子，就像在燃燒的荊棘中一樣，神分別一塊地為聖。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103 

以色列攻擊耶利哥時，神吩咐他們「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毀滅…。惟有金子、銀

子，和銅鐵的器皿都要歸耶和華為聖，必入耶和華的庫中。」104在耶利哥，這些器皿不是聖潔的； 

只有當神宣稱它們歸祂時，它們才成為聖潔。 

大衛吩咐利未人說：「你們和你們的弟兄應當自潔，好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約櫃抬到我所預備

的地方。」105在把約櫃運回耶路撒冷之前， 利未人為神的旨意把他們自己分別出來。 

 
99  代下廿六 4-7 
100 代下廿六 8 
101 代下廿六 16 
102 代下廿六 21 
103 書五 15 
104 書六 17、19 
105 代十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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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罪隔離並不是聖潔的人最終的目標，以色列與周圍的罪惡國家有所分別，這樣她就能夠分別出

來歸給神，成為祂寶貴的產業。106在獻殿時，所羅門禱告：「主耶和華啊，你將他們從地上的萬

民中分別出來作你的產業，是照你領我們列祖出埃及的時候，藉你僕人摩西所應許的話。」107神

將以色列與所有國家分別出來，使她能夠屬於祂，以色列擁有尊榮成為神的「產業」。 

保羅警告哥林多人切勿與不信的人同流合汙，保羅引用以賽亞的話：「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

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108身為一個年輕的基督徒，我記得聽過

關於聖潔和分別的講道，它們是以這節經文做為結尾，牧師敦促神的子民 「與不潔之物分

別」。 

 

分別的信息時常是負面的，然而這節經文以美好的應許繼續！ 我們與罪隔離，使我們能夠分別

出來歸給神。保羅以應許繼續說：「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

的。」 

與一切不潔的事物分別並不會剝奪我們的喜樂，我們反倒與罪隔離，因此我們能夠擁有與神同行

的喜樂。基督徒要與罪隔離，這樣我們才能完全屬於神。聖潔的人樂於遠離罪，因為他們知道與

罪隔離允許他們與天父建立親密的關係。 

這個原則在有關飲食和衣服的律法中可以看到，為什麼神說：「不吃某些食物」或「不穿某些材

質的衣服」呢？這些律法是客觀的教訓，教導以色列分別出來歸給神，這些律法將以色列標記為

一個屬於神的國家。神對以色列說：「因我看你為寶為尊；又因我愛你。」109多麼美麗的意象！

以色列被分別出來歸給神並不是作為懲罰，而是為了尊榮和愛， 她是「在萬民中作屬祂的子

民」。110 

 
106 利廿 26和出十九 5 
107 王上八 53 
108 林後六 17-18  
109 賽四十三 4 
110 出十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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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說明這個觀念，那些在儀式上不潔的人在

「營外」，在儀式上潔淨的人則在「營內」。在

營地中間，祭司「在會幕」獻祭，只有大祭司進

入至聖所。這種安排給予百姓視覺的提醒，亦即

與罪隔離允許我們分別出來歸給神，也讓百姓看

見，靠近神聖潔的同在所代表的意涵。 

 

當人們遵循分別的律法時，他們學習我們必須在

生活的各個層面保持聖潔，神對生活中各個方面

擁有權柄。  

利未記十七到廿六章

被稱為「聖潔法典」(Holiness Code)，聖潔法典教導以色列如何成為

聖潔的國家。 從最小的細節到最大的原則，這些律法都是被神的聖

潔所啟發。它們向以色列顯示如何在一個有罪的世界成為聖潔，教導

以色列如何與罪隔離。更重要的是，它們教導以色列要分別出來歸給

「耶和華－你們的神，曾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111 

神在利未記廿章說：「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潔的，我把你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

「使你們歸我。」「我把你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為什麼？「使你們歸我。」112這就是分別出來

歸給神。 

在利未記廿章 26 節翻譯為「分別」的希伯來文使用於創世記一章 4 節，神將光與暗「隔開」或

「分開」。你不能把光與暗融合在一起，它們是相反的，神要求與以色列周圍有罪的國家徹底且

完全地分開。 

神呼召祂的子民完全與罪隔離，為什麼？ 這樣他們可以完全屬於祂，這些律法表明所有生命都

屬於神。 對一個聖潔的民族而言，所有的生命都在神的權柄之下。成為聖潔意味著在各個領域

分別出來歸給神，我們與罪隔離，因此我們能夠屬於神 。 

�哪一樣似乎更困難—與罪隔離或是分別出來歸給神？為什麼？ 

 

 
111 利十九 36 
112 利廿 26 (新譯本) 

營外 (不潔淨)

營內 (潔淨)

會幕 (祭司)

至聖所 (大祭司)

在我們的生活中，沒有任

何事情對神而言是微不足

道。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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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操練：「 置身世界卻不屬於世界」 

 聖經的有所分別做為世界的見證 

    

耶穌禱告他的門徒置身這個世界，但不屬於世界。但以理拒絕「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113在整個歷史上，神的子民保守自己遠離社會的罪惡， 這樣的作法允許神的子民成為世界的見證。 

以色列被稱為「祭司的國度」，一個帶領其他國家走向神的聖潔國度。114  當以色列對神忠實，

她就完成這個使命。 喇合說：「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心都消化了…無一人有膽氣。」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是一個擁有龐大軍隊的強盛國家嗎？ 不是！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

上天下地的神。」115當以色列分別出來歸給神時，她是萬國的見證。 

我們在約瑟的生命中看到這個原則，由於約瑟保守他自己遠離埃及的罪惡，他成為法老的見證。 

「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在他裏頭，我們豈能找得著呢？」116如果約瑟像埃及人一樣生活，他永

遠沒有機會在法老面前作見證。 

耶穌禱告他的跟隨者會置身這個世界，但不屬於這個世界。 這段話有時會被想要過著謹慎、敬

虔生活的基督徒誤解， 他們錯誤地認為，「置身這個世界」是神的子民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必須

忍受的必要邪惡。 

然而，在為他的門徒「不屬於這個世界」歡喜之後，耶穌禱告：「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

差他們到世上。」117耶穌祈禱他的門徒在這世上的服事能有果效。耶穌禱告，當我們被差派「進

入世界」時，我們不會「屬於世界」。透過與罪隔離，我們能夠實現改變世界的呼召。身為神的

兒女，我們能夠成為罪惡世界的鹽和光。 

使徒知道聖潔的生活是對世界的見證，彼得呼召信徒過虔敬的生活，作為不信者的見證：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

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118 

 
113 但一 8 
114 出十九 6 
115 書二 9-11 
116 創四十一 38 
117 約十七 16-18 
118 彼前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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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寫信給克里特島上的教會領袖提多，這些信徒置身在異教徒當中。保羅告訴提多：「凡事尊

榮我們救主－神的道」119當基督徒過著聖潔的生活時，他們的行為會「尊榮」福音，聖潔的人的

行為將使福音在世界具有吸引力。 

保羅在腓立比呼召基督徒過敬虔的生活，他們要與罪隔離。他們要成為「無可指摘，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120 

當神的百姓過著聖潔的生活時，我們「在這世代中發光」，神的兒女的生活應該在黑暗的世界做

為光明的見證。 與罪隔離不是在律法上嘗試「賺取救恩」，與罪隔離使我們能夠實現耶穌的呼

召，成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鹽」121，聖潔的手是我們對世界的有力見證。 

 聖經的分別原則 

對於許多人來說，「與世界有所分別」是一張做與不做的清單，經常「有所分別」的定義就是規

定， 許多人透過不穿某些衣服、不去某些地方以及不參與某些娛樂的清單定義分別。 

聖潔的人確實不會穿某些衣服或去某些地方，聖潔的人想要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討神喜悅。 然而，

與罪隔離並分別出來歸給神不僅是規則的清單。 

僅透過規則的清單定義「有所分別」的一個問題乃是，規則會隨著時間變化，且鮮少有解釋。不

同的教會用不同的規則標示他們的分別，更好的方法是定義聖經的原則，其原則放諸四海皆準。 

身為基督徒，我們的生活方式應該反映我們對神話語的順服和聖靈的引導。如果我們尋求成為分

別出來歸給神的「屬神的子民」122，我們將樂意順從祂的教導。 

雖然聖經沒有直接說明解釋現代生活的許多面向，但它建立引導我們的原則。什麼原則應該引導

聖潔的人的生活方式呢？ 

 

 

 

 
119 多二 10 
120 腓二 15 
121 太五 13-14 
122 彼前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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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謙卑原則    

謙卑原則申明我們的服裝和行為必須榮耀神，必須避免一切在祂眼中看為可恥的事情，我們的服

裝和行為是由榮耀神的渴望指引。 

在聖經中，赤裸都是可恥的。亞當和夏娃在犯罪後，他們感到羞恥，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赤身

露體」，於是他們「為自己編做裙子」123。當神在園中遇見他們時，祂為他們「用皮子做衣服給

他們穿」。124 

在聖經的其餘部分，裸露是羞恥的記號125，先知使用裸露作為神審判的象徵。126身為神的子民，

我們的服裝應該表明我們尊榮神的謙卑標準。我們應該因為赤裸而感到羞愧，對神的先知而言，

那是羞愧的記號， 我們的衣服應該代表我們是神聖潔與純淨的子民。  

聖經中的謙卑包括性別之間的區別，雖然聖經沒有定義以色列人所穿的特定衣服，但神命令祂的

子民在衣服上維持性別的差異。127 

新約教導我們的妝飾必須表明我們是神的子民，保羅以兩種妝飾作為對比：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128，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129 

保羅禁止誇張的髮型，珠寶和衣服裝飾。同時，保羅讚揚「可敬的衣著」，而「仰賴神的聖潔婦

人正以此為妝飾」。這是基督徒應該尋求的「好行為」的妝飾。 

保羅的教導顯示外在的妝飾與內在的心靈之間的關係，在保羅寫給提摩太的信中，他在這個部分

提到教會裡的禱告。他告訴提摩太基督徒應該怎樣禱告，他提出對性別的關切。 

保羅寫道，人應該「沒有憤怒或爭吵地禱告」，我們不可帶著憤怒進入神的同在。保羅寫道，婦

女應該以謙卑和順從的心靈禱告，甚至在衣服和妝飾上反映這一點。在神的面前，我們切不可抱

持驕傲和自我榮耀的態度，聖潔的子民擁有反映在生活各個方面的謙卑。 

 
123 創三 7 
124 創三 21 
125 例如，裸露是神審判的象徵（何二 3；結廿三 29） 
126 賽廿 1-4；何二 3；結廿三 29 
127 申廿二 5 
128「編織」一詞有時會使讀者感到困惑，在保羅的時代，艷麗的髮型包括華麗的編髮。 他的原則是「婦人應以謙卑

裝飾，而不是精心炫耀」。  
129 提前二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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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指出外在的儀表與內在心靈之間相同的關係。 

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只要以裏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

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順服自己

的丈夫。130 

像保羅一樣，彼得也指出兩種型態的妝飾。 他禁止以精美的髮型、珠寶和衣服作為外表的妝飾， 

他吩咐以「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聖潔的人更關心的是「在神看為

寶貴的」，而不是獲得這個世界的認同， 這就是「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 

身為基督徒，我們的娛樂應該表明我們分別出來歸給神。保羅告訴我們，基督徒應該以使我們更

像基督的事物充滿我們的心思。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131 

身為聖潔的子民，生活的每個面向都由神掌管。閱讀利未記時，你看到沒有事情微小到不值得神

注意， 一切對祂都很重要！ 這不是因為神是一個暴君，祂想控制生活的各個方面，而是因為神

是一位慈愛的父親，祂關心兒女生活的各個層面。我們的天父不希望祂的兒女所穿的衣服侮辱祂

以慈愛創造的身體，我們的天父不希望祂的兒女以激發罪惡和可恥思想的娛樂充滿他們的心思。

我們是「是屬神的子民」，祂關心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 在你的文化中運用謙卑的原則，在你所處的文化環境中，有哪些面向（穿著和生活方

式）對於保持謙卑是一種挑戰？ 

o 管家原則 

管家原則申明我們擁有的一切都屬於神，身為神的兒女，我們將以尊榮祂的方式使用金錢和資源。 

 

 

 

 

 
130 彼前三 3-5 
131 腓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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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世紀，一些基督徒遵循嚴格的服裝規定。他們拒絕衣服上有任何裝飾，他們沒有在衣服上

使用閃亮的鈕扣，男人不戴領帶； 他們穿著僅由灰色布料製成的衣服，他們看起來非常謙卑。 

然而，約翰．衛斯理宣講關於衣著的信息，他抱怨這種謙卑的儀表只是外在的。儘管衣服看起來

簡單，有些基督徒卻忽略管家原則。他們會從倫敦前往巴黎，購買最昂貴的布料製作衣服。 是

的，他們只買灰色的布，但他們購買昂貴的布料炫耀自己的財富。他們雖然謙卑，但不是神的金

錢的好管家。132 

衛斯理堅持與世界有所分別意味著，成為神賜給我們的金錢的好管家，他宣講聖潔的人不應該把

錢浪費在奢侈的衣服上。穿著謙卑的衣服，但在選擇上揮霍，這是可能的事。保羅說，我們絕不

能以「貴價的衣裳為妝飾」。133 

管家原則並不意味著總是購買最便宜的東西，有時價格較高的優質衣服穿得更久。一些教會節省

一百美元安裝便宜的管道系統，後來卻花費數百美元修理漏水！那是糟糕的管家。 

管家原則說：「我們是神託付給我們的金錢的管家，我們必須明智地使用它。我們是神賦予才幹

的管家，我們必須用它來榮耀祂，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必須尊榮祂。」 

� 在你的文化中應用管家原則，你的教會如何成為神的資源的好管家呢？ 

o 節制原則 

節制原則申明我們將不允許「事物」（甚至是好的事物）控制我們的生活，置身世界但不屬於世

界的挑戰之一就是我們仍然置身這個世界！世界上有很多事物我們能夠且應該享受，甚至在美好

的事物中，聖潔的生活要求適度或節制。 

食物就是一個例子，飢餓是天生的食慾；它不是有罪的。保羅寫道，我們應該「都要為榮耀神而

行」。134飲食無罪，但我如果貪食無法自制，我就不是為榮耀神而吃。這個世界是為自我滿足而

吃；如果我節制飲食習慣，我就是「不屬於世界」。我吃反而是「為榮耀神」，這意味著當我享

受神為我提供的美食，我將操練自制 。 

哥林多人堅稱他們能夠犯下淫亂，因為他們是神屬靈的兒女，身體不再重要。他們說：「食物是

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他們的文化認為，身體可以要任何想要的東西。   

 
132 John Wesley, “On Dress” from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6). 
133 提前二 9 
134 林前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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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引用哥林多人的教導予以回應，然後拒絕他們的教導背後的錯誤觀念。「凡事我都可行，但

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
135他繼續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

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保羅的原則是—即便是合法的事，我們總不受轄制。神在基督徒的各個方面，甚至我們的身體都

有權柄。 我們所做的一切必須為神帶來尊榮，這要求我們要活出節制和自制。 

這在日常生活中看起來會如何呢？這意味著我們在吃喝、娛樂方面自制。身為聖潔的人，「我總

不受任何事的轄制。」即便是完全單純的娛樂，如果它轄制我，那就是錯誤的，節制原則教導在

任何領域自制。 

讓我舉出個人的例子，請了解，這對你而言不是規則！我用這個例子說明這些原則如何可能與個

人的弱點和個性有關。 

我購買一台新的電腦，電腦有個遊戲稱為 「俄羅斯方塊」。遊戲沒有任何問題，它不是暴力或

感官的遊戲， 這是一個簡單的拼圖。 但是，我很快就知道，我被這個遊戲「控制」！我會坐下

來工作，然後很快就開始玩遊戲。 我會說：「我休息一下，玩俄羅斯方塊。」三十分鐘後，我

會說：「我想再玩一場遊戲。」一個小時後，我仍然在玩。 最後，神提醒我節制原則。「凡事

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 

因此，我了解必須從電腦中刪除俄羅斯方塊。 這是聖經的「規則」嗎？不是﹗聖經中並沒有包

含俄羅斯方塊這個詞！ 但是對我而言，節制原則意味著避免能夠控制我的遊戲。 

原則比規則更為廣泛，沒有反對俄羅斯方塊的聖經教導。如果「俄羅斯方塊」是你最喜歡的遊

戲，你不需要因為我而停止。但是對我來說，由於我的軟弱，俄羅斯方塊是一個網羅。如果我們

想要過聖潔的生活，我們會問神：「我如何過著討祢喜悅的生活呢？」 

� 在你的文化中應用節制原則， 在生活中要保持聖經的平衡，哪些面向是挑戰呢？ 

 

 

 

 

 
135林前六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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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合宜原則 

提摩太的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猶太人，他參與保羅和西拉的宣教之旅，為了達到有效的服事，

保羅要求提摩太行割禮。136在這之前，保羅拒絕為希臘人提多行割禮。137保羅在不同的情況中作

出不同的回應，他教導宣教服事的重要原則。 

在提多的例子中，保羅主張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的真理，要求外邦人遵行猶太律法會破壞

基督徒自由的信息。保羅堅決反對那些想要提多受割禮的人138，在使徒行傳十五章，耶路撒冷教

會認清外邦信徒不需要受割禮。 

在使徒行傳十六章，保羅要提摩太行割禮。為什麼？ 不是為了救恩的緣故，而是為了在會堂中

進行有效的服事。 

& 閱讀哥林多前書九章 19-23 節 

保羅在哥林多人中說明同樣的原則，為了福音的緣故，保羅願意在沒有涵蓋聖經原則的生活面向

作出犧牲。 他沒有妥協聖經的信念，但是他為了服事而犧牲自己的自由。 

這個作法為基督徒提出重要的原則，不同的事情會有不同的景況。為了達到有效的服事，領導者

可能在不違背自己信念的面向犧牲一些「自由」。這些不是聖經教導的範疇，而是個人信念和文

化實踐的面向。     

 

加里是非洲的宣教士，加里蓄滿鬍鬚，在他的國家，鬍鬚是年齡和權威的象徵，部落首領總是留

著長鬍鬚。在加里試圖傳福音的那些人當中，他的鬍鬚贏得他們的尊重，由於合宜原則，他留鬍

鬚。 

瑞克是亞洲的宣教士，在瑞克的國家，鬍鬚讓人聯想到邋遢與散漫的個人外表。搬到這個國家不

久，瑞克發現他的鬍鬚會局限他的服事，由於合宜原則，他剃掉鬍鬚。 

留鬍鬚是對還是錯呢？沒有對錯！ 這兩個人學習遵循合宜原則—在神安置我的景況中，什麼才

是最好的呢？ 

�為了傳福音給周遭的人，合宜的原則要求你得犧牲個人自由，你是否有這樣的經驗？ 

 
136 徒十六 3 
137 加二  3 
138 加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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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責任原則：我對誰負責呢？ 

我經常問我大學的學生：「你比較喜歡宿舍手冊中的規則還是原則？」他們通常會說：「我們比

較喜歡原則！」 

然後我問：「哪個較容易遵守：一條規則說『午夜必須熄燈』，還是一條原則說『你正在為服事

做準備，早點睡覺，你就可以充分休息，並專注於每天早上第一堂課的作業。』」學生很快了解

到，原則要求我們思考，超過簡單的規則！ 

原則可以很難， 關鍵之一是瞭解我們在分別的事情上要對神負責。你不能擁有一條規則說：

「每天_____克食物是具有節制，過多就是貪食。」那是不可能的！ 我反而必須記住，我為了自

制對神負責。 

一個人從事要求穿著精美西裝的辦公室工作；若有另一個人購買精美的西裝卻穿著在農場工作，

他可能是一位差勁的管家！ 

神根據服事場合、背景，甚至容易犯下的罪，祂可能給予不同的人不同的信念。我們不是所有人

都一樣， 我們不會看起來都一樣。我們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不同的生活信念，只要這些差異不與

聖經的教導抵觸，這些差異可能是聖經的自由的記號。 

因此，我必須記住兩件事： 

1) 我不可論斷人的心，他們自己要為了與世界分別對神負責。139 

 

2) 我必須小心檢視自己的心，我要為了與世界分別對神負責。 

  

 
139 羅十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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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找到秘訣…… 

         親岑多夫 (Count Zinzendorf) 與摩拉維亞 

在 18 世紀，一群基督徒逃往德國，以逃避在摩拉維亞的迫害。他們定居在親

岑多夫伯爵的莊園，他成為他們的領袖。在短短幾年內，有三百多位摩拉維

亞人居住在主護村 (Herrnhut) 的這個莊園中。 

摩拉維亞人委身於真正的聖潔，他們用聖經的原則過著簡樸的生活，他們以

對聖經的謹慎研究和委身於禱告而聞名。 1727 年，摩拉維亞人開始每天 24 

小時的禱告會，他們持續了超過一百年。 

摩拉維亞人尋求完全屬於神，委身於分別出來的生活的結果是什麼呢？神以大能的方式使用他

們。 

摩拉維亞人對其他基督徒產生很大的影響，摩拉維亞宣教士蒲彼得（Peter Boehler）對約翰和查

理．衛斯理的悔改信主非常重要。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在愛德門街（Aldersgate Street）

的摩拉維亞小教堂擁有得救的確據幾週後，他前往主護村學習更多有關這些敬虔信徒的屬靈經

歷。從衛斯理兄弟到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委身的基督徒受到摩拉維亞人追求聖潔的影

響。  

摩拉維亞人在世界各地傳揚有力的福音見證，在 1727 年禱告會開始的六個月內，26 個年輕的摩

拉維亞人自願投入宣教服事，在新教的教會當中，國外宣教在那時幾乎不為人知。在 18 世紀期

間，從這個分別出來的基督徒小支派差派超過三百位宣教士。一些最早的新教宣教士是由摩拉維

亞人所差派，分別出來歸給神的基督徒能夠被神使用來改變他們的世界。 

詩歌「我真需要生命之律」總結摩拉維亞人教導分別的原則，聖潔的人保持對神的警告敏銳的良

心。 

我真需要生命之律 

查理．衛斯理

我真需要生命之律 

能警醒存敬畏 

能有敏感 覺悟罪惡 

畏罪如畏痛苦 

助我首先發現自我 

驕傲邪惡私情 

即刻發現幻想之意 

立時用火燒凈 

因為靠主不會迷失 

不使你心擔憂 

賜我靈知 即刻瞭悟 

賜我溫柔良心 

開我眼界 屬靈眼光 

重新造一良心 

甦醒我靈遠避罪惡 

一直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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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概要 

ü 成為聖潔代表與神分別為聖或屬神。例如包括： 

o 聖日 

o 聖物 

o 聖地 

o 聖潔的支派 

ü 成為聖潔意謂著與罪分離。 因為神厭惡罪，所以神的子民也厭惡罪。 

ü 成為聖潔意謂著分別為聖歸給神。 與罪分離的目的是要與分別為聖歸給神。 

ü 聖潔的人遠離罪惡。 與神親近意謂著我們的生活將遠離罪惡。 

ü 聖潔的生命使以色列成為世界的見證。 聖潔的生活裝備基督徒向世界做見證。 

ü 聖經的分別為聖從心開始。 

ü 與世界有分別的原則包括： 

o 謙遜原則 

o 管家原則 

o 節制原則 

o 合宜原則 

o 責任原則 

作業 

1) 選擇一個基督徒難以分別為聖的問題。 使用本章中的原則，寫一篇 1-2 頁的文章，建議基督

徒如何在選擇的問題上脫離罪惡，並分別為聖歸與神。 

2) 開始進入下ㄧ堂課時，背誦哥林多後書六章 16-18 節。 

 

 

 

 



 

63 

第五課 

聖潔是專一的心 

「完全」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時，學生應： 

(1) 理解舊約聖經中「完全」一詞意指專一的心。 

(2) 認知不專誠的心的屬靈危險。 

(3) 以毫無疑問的「我願意」降服於神。 

(4) 背誦詩篇八十六章 11-12 節。 

迦勒：有著專一心志的人 

以色列人準備進入迦南地，神已經帶領他們經過沙漠，他們離應許之地只剩一小段旅程。摩西派 

12 個探子去窺探那地，經過 40 天，探子帶著美麗的葡萄和迦南地美好的報告回來。但是他們說

迦南人強壯且住在廣大的城市，我們在他們旁邊看起來就如蚱蜢一樣﹗ 

只有兩個探子，約書亞和迦勒相信神得勝的應許。迦勒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

得勝。」140 約書亞和迦勒跟其他探子看到的是相同的一塊地，他們兩個看到了有巨大城牆的城市，

看到了強壯的戰士。 

但約書亞和迦勒看到其他探子所沒有看到的–他們看見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的神會把以色列帶入

迦南。他們看見毀滅法老軍隊的神能毀滅耶利哥的城牆，他們看見亞伯拉罕的神是摩西的神。神

說迦勒「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141 

因為他們的不信，神懲罰那一代的成年人，讓他們死在曠野。40 年後，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分

地為業的時候到了。迦勒已八十多歲，他對約書亞說：「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

樣，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是的！那裏有堅固的城市和厲害的戰士。但迦勒

堅信神的應許，「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142 

什麼因素給了迦勒如此的信心？專一的心。迦勒說：「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143迦勒全

心信靠神，迦勒是一個有著專一心志的人。 

 
140 民十三 30 
141 民 十四 24 
142 書十四 11-12 
143 書十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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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心是專一的心 

歷史書記載以色列的慘敗，沒有達成神對他們的呼召，歷史書也說明以色列如何偏離神的計畫。

以色列原是受召成為神向列國的代表，但她反而轉向假神，因為沒有達成呼召的使命，以色列被

擊敗甚至開始流亡，她的榮耀變成羞愧。 

在一片不忠的悲慘景況中，歷史書呈現忠實服事神的聖潔百姓。雖然以色列中有許多不忠於神的

人（士師），一個年輕的摩押寡婦（路得）卻忠心跟隨。即使在流亡中（列王紀下），一名年輕

的猶太女孩順服神的呼召且拯救她的族人（以斯帖）。這些人全心順服神，是聖潔的。 

歷史書教導，成為聖潔意謂完全忠實地服事神。聖潔不意謂完美的表現，聖潔意謂以專一的心服

事神。 

舊約聖經較早期的翻譯使用「完全」來解釋希伯來文「shalem」一詞，Shalem 有「成為完整」的

概念。成為完全就是成為完整，成為聖潔意味著完全屬於神。 

Shalem 與希伯來文 shalom 平安是相關聯的，在神面前成為完全表示與祂和好（「向神完全真

誠」）。144 有一顆「完全的心」是有「完整」或「專一」的心，忠誠不二的心，讓我們一起來看

歷史書中有關「完全」或「專一」的例子。 

 目標專ㄧ的軍隊 

掃羅過世之後，時當猶大支派跟隨大衛，北方支派設立伊施波設為王。大衛在兩年的內戰期間帶

領猶大支派對抗北方支派，兩年之後，伊施波設為他自己的將領所殺。軍隊聯合起來立大衛為整

個以色列的王，現在整個國家在一個王之下統一。 

   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戰士，他們都誠心來到希伯崙，要立大衛作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餘

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衛作王。145 

整個軍隊「一心（shalem）來到西伯倫要立大衛為王。」較早期的翻譯使用「帶著完全的心」。
146「完全」不表示在整個軍隊中沒有人犯罪，它的意思是整個國家對大衛是完全忠誠的，他們在

一位國王之下統一。在這段經文中，shalem 不是一個宗教用語，它是一個政治用語，Shalem表示

對國王專一的忠誠。 

 
144 王上八 61 
145 代上十二 38 
146 欽定本 (KJV). 



 

65 

 未經切割的石頭祭壇  

當以色列到達應許之地，約書亞在以巴路山上築了一座壇，約書亞築一座「是用沒有動過鐵器的

整石頭築的」壇（書八 31）。「未切割」與「完整」或「完全」是相同的字，成為 Shalem 就是

成為未切割的。 

 專一的心 

在奉獻聖殿的時候，所羅門呼籲以色列百姓專心一意地服事神。「所以你們當向耶和華－我們的

神存誠實（shalem）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謹守他的誡命，至終如今日一樣。」147  

這和形容大衛帶領的聯合軍隊使用的是相同的字，同樣的字也用來形容未經切割的石頭。所羅門

呼籲以色列對神專一忠實，假若以色列百姓有這般專一的心，他們就能「遵行他的律例，謹守他

的誡命」，一個專心一意的人甘心樂意順服神。 

三心二意和專一的心 

以色列王的歷史顯示神呼召祂的百姓專心一意地服事祂，神正在尋找聖潔的百姓，神正在尋找專

一的心。 

 所羅門王：三心二意 

在奉獻聖殿的時候，所羅門呼召以色列專心一意地服事神。令人難過的是，所羅門並沒有遵守自

己的忠告。「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

地順服（shalem）耶和華－他的神。」148 

所羅門的心不專誠，他想要敬拜以色列的神，同時也拜其他的神。你沒有辦法同時忠心服事耶和

華又服事其他的神，列王紀上卷的作者沒有說所羅門放棄敬拜耶和華。所羅門持續在聖殿中獻祭，

但他的心已經無法專誠了，他嘗試以不專誠的心服事神。 

 大衛王：專一的心 

在列王紀上十一章 4 節，我們讀到神對大衛和所羅門的心態的看法。大衛的心是專一的，所羅門

的心是不專誠的。以人的觀點來看，我們或許認為大衛的姦淫和謀殺比所羅門的墮落還要糟。為

什麼列王紀的作者說大衛的心是「完全真誠」地向神呢？ 

 
147 王上八 61 
148 王上十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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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方是大衛對罪的反應，當先知質問大衛的時候，大衛立即悔改。大衛並沒有為他自己辯

解，反而是向神認罪。「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149 大衛專心一意地

服事神，他的心是 shalem，他的心是專一的。 

詩篇八十六篇說明大衛對專一心志的渴求，在詩篇八十六篇

中，大衛禱告他能夠從試圖殺他的敵人手中得到拯救。在這篇

禱文的中間部分，大衛哭求：「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150大衛祈求能有專一的心，大衛尋求以完全的心服事神。 

 亞撒：三心二意 

亞撒在西元前 910 年成為猶大的王，他定意跟隨耶和華，他除

去假神的壇，拆毀偶像崇拜的邱壇。當古實將軍謝拉率領大軍

攻擊猶大，亞撒呼求神拯救： 

耶和華啊，惟有你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的。耶和華－我們的神啊，求你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仰賴你，奉你的名來攻擊這大軍。耶和華啊，你是我們的神，不要容人勝過你。
151  

神應允亞撒的禱告，「於是耶和華使古實人敗在亞撒和猶大人面前。」152亞撒完全信靠神，神就

賜給他空前的勝利。 

經過 20 年，亞撒面臨新的試煉，這一次北方支派的王巴沙威脅猶大。因著亞撒的懼怕，他決定

跟其他國家組成聯軍。他和亞蘭王便哈達立約，亞撒沒有單單信靠神，他反而依靠外邦的統治者。 

為了回應這件事，先知哈拿尼提醒亞撒曾戰勝亞實大軍的過往。他提醒亞撒當「你倚賴神，祂就

將他們交在你手中。」神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

存誠實（shalem）的人。」153  

當亞撒完全信靠神，神賜給他大勝，但亞撒現在倚靠的是亞實的統治者。因為亞撒不再單單信靠

神，神不再將他從危險中拯救出來。哈拿尼警告亞撒，在他餘生的統治期間將會有戰爭。 

 
149 詩五十一 4 
150 詩八十六 11 
151 代下十四 11 
152 代下十四 12 
153 代下十六 9 

祈求聖潔的禱文 

願我治死己身讓我能在祢裡面

活， 

願我倒空自己讓我能在祢裡面

富足； 

願我是無名小卒讓我能完全的

屬於祢。 

–伊拉斯謨（Era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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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撒在位最後的幾年僅僅是他早年光榮應許的影子，亞撒晚年病重，但「病的時候沒有求耶和

華。」154 

亞撒的統治比許多其他王好，亞撒從未捨棄敬拜耶和華，但他的心並沒有專一向神。他無法完全

信靠神，因此亞撒沒有達成神對他最美的旨意。 

亞撒的生平是心不專誠的危險的有力例證，第一個故事中，亞撒完全信靠神。第二個故事裡他持

續擔任神百姓的領袖，但他的心並不完全。他沒有完全信靠神，反而和神的敵人簽訂協議，亞撒

的心不專誠。 

 亞瑪謝王：不專誠的心 

亞瑪謝展示心不專誠的危險，亞瑪謝的統治始於偉大的應許：「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155如亞撒一般，亞瑪謝有好的開始。 

然而，列王紀和歷代志同時警示危險。列王紀作者說亞瑪謝行看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衛。」

歷代志的作者說亞瑪謝行看為正的事，「只是心不專誠。」他沒有除去「邱壇」，因此百姓持續

向假神獻祭，一個心不專誠的領袖帶領整個國家走向困境。 

如亞撒一般，亞瑪謝發現以不專誠的心服事神帶來困境。雖然亞瑪謝的統治有好的開始，他後來

卻拜以東的神。在審判中，神允許北國打敗亞瑪謝。亞瑪謝統治初期的應許從未實現，因為他的

心不專誠，亞瑪謝的心不完全。 

 

 

 

 

 

 

 

 

 

 

 

 
154 代下十六 12 
155 王下十四 3; 代二十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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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操練：聖潔是從心開始 

耶穌對注重外表卻輕忽內心的宗教領袖說：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

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

不可不行的。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156 

這些宗教領袖小心翼翼地遵守律法儀式，但他們卻不遵守更重要的內在律法。耶穌譴責他們的虛

假宗教。「蠓蟲你們就濾出來（你們注重小事），駱駝你們倒吞下去（你們忽視大問題）。」聖

潔從心開始。 

如果我們只想到外表，我們或許會說： 

   「我是聖潔，因為我不穿               。」 

   「我是聖潔，因為我不去               。」 

   「我是聖潔，因為我不看               。」 

當我們宣稱我們聖潔，因為我們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我們可能就變成像法利賽人一樣。耶穌講述

一個如此禱告的法利賽人：「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157 這個法利賽人以他的行為定義聖潔：

「我不欺騙，我不行不義；我禱告，我守什一。」他宣稱他是聖潔，但他的心卻不聖潔。 

法利賽人以他們與世界有別而驕傲，但他們的心卻不聖潔。耶穌說：「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

外面好看，裏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158從外面看來，法利賽人是分別出來的；

在內心裡，他們是有罪的。 

�  哪一個看似較容易衡量？–外在形象還是內在聖潔？ 

哪一個較容易偽裝？–外在形象還是內在聖潔？ 

哪一方面我們傾向較強調？–外在形象還是內在聖潔？ 

  

 
156 太廿三 23-24 
157 路十八 11-12 
158 太廿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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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西家的例子 

神要求聖潔的百姓教導分別為聖的律法，這是重要的事，但是神總是看重祂百姓的心勝於儀式。 

希西家復興的故事闡述這個原則，聖殿潔淨之後，希西家重新守逾越節。他邀請全國「到耶路撒

冷耶和華的殿，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守逾越節。」希西家派遣的差使走遍以色列邀請通國參與

這個儀式，在許多地方，人們「卻戲笑他們，譏誚他們。然而亞設、瑪拿西、西布倫中也有人自

卑，來到耶路撒冷。」159  

當他們開始宰殺逾越節的羔羊時，「會中有許多人尚未自潔」。因為整個國家已經有很長一段時

間沒有到聖殿敬拜，百姓尚未自潔且未預備守逾越節。祭司怎麼辦呢？ 因為百姓的心尋求神，

即使他們在儀式上尚未潔淨，神允許百姓守逾越節。 

以法蓮、瑪拿西、以薩迦、西布倫有許多人尚未自潔，他們卻吃逾越節的羊羔，因此不合

乎規定。希西家為他們禱告說：「凡專心尋求神，就是耶和華－他列祖之神的，雖不照著

聖所潔淨之禮自潔，求至善的耶和華也饒恕他。160 

神正在尋找專一的心，即使百姓沒有辦法遵守分別為聖的儀式，神依然尋找那些分別出來尋求神

的心。 

 聖潔的百姓將他們的心分別為聖歸給神 

聖潔總是從神開始，任何聖潔的事物都屬於祂。神使安息日、燃燒荊棘的地土、以色列頭生、會

幕、祭壇和利未人成聖，神聲稱這些屬於祂自己，他們藉著神的同在成為聖潔。 

聖潔始於神，但神呼召我們將自己分別為聖歸給祂。如果我們只讀這句經文，神說「我要使你成

聖」，我們或許認為成聖只是神的行動。然而，聖經表明聖潔要求人的回應。 

出埃及記十九章提供一個範例，神指示摩西，「往百姓那裏去並要他們自潔。」所以摩西就「潔

淨百姓」，摩西為了神的旨意將百姓分別出來。後來神說：「叫親近我的祭司自潔。」161祭司被

要求為神的旨意分別為聖，他們要成為聖潔；他們將自己分別出來獻給神。 

 

 
159 代下卅 1、10-11 
160 代下卅 18-20 
161 出十九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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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的心包含兩方面： 

1） 神應許將祂的百姓分別出來：「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162神使祂的百姓聖

潔。 

2） 神命令祂的百姓要將他們自己分別出來：「所以你們要自潔成聖，因為我是聖潔的。」
163  

我們回應神的恩典而將自己分別為聖，聖潔的百姓樂意分別為聖歸給神，他們毫無保留地將自己

獻給神。 

在利未記廿章中，「自潔」的命令緊跟著「我是叫你們成聖的

耶和華」的應許。兩處的經文使用相同的希伯來文，可以翻譯

成：「你們要分別為聖，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164  

成聖包含神的工作和我們的回應，我們沒有辦法靠自己的努力

成為聖潔，我們也不能說：「如果神想要我成為聖潔，祂不需

要我的回應就能使我成為聖潔。」我們藉著將自己分別為聖歸

給神回應神的恩典，專一的心要求完全的分別為聖。 

聖潔唯獨源於神，然而神呼召我們順服祂，當我們順服神的呼召時我們才能成為聖潔。保羅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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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保羅呼召我們完全將自己降服於神的旨意，因為神應許祂會使

我們成為聖潔，我們必須降服自己。聖潔是一個命令（「自潔」），也是一個應許（「我將使你

成聖」）。 

  

 
162 出卅一 13 
163 利十一 44；廿 7 
164 利廿 7-8 (新譯本) 
165 羅十二 1 

唯有我們允許神將我們人格深處

隱藏的部分顯明之後，我們才能

被神使用。我們甚至無法辨識內

在的忌妒、懶惰、或驕傲。但耶

穌的恩典開始運作之前，他會將

我們保留在自己裡面的一切揭

露。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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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百姓以完全的「我願意」回應神 

所羅門、亞撒和亞瑪謝的生平說明的三心二意的危險，三心二意不是神對祂百姓的旨意，聖潔的

心是專一的心。所以，擁有專一的是什麼意思呢？擁有 shalem 或「完全」的心是什麼意思呢？ 

基督徒受召成為神的僕人，僕人的工作是完成主人交代他去做的任何事。一個好僕人不會問：

「這是我選擇的嗎？」好僕人樂意完成主人的命令，僕人的工作是說出完全沒有保留的「我願

意」。  

同樣地，以專一的心服事神的人樂意以「我願意」來回應神的呼召，

這是專一的心。摩西呼召以色列以專一的心服事神：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  

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遵

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166 

身為一名大學生，伊利沙白．艾略特在她的日記中寫道：「主啊！我已經說出永遠的『我願意』，

讓我永不，手扶著犁，向後看！在我前面舖直十字架的道路，給我愛，讓任性的思想或步伐沒有

存在的空間。」167艾略特有著專一的心，她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無缺的。 

這個禱告經過多年之後，伊利沙白．艾略特經歷許多的挑戰。她的丈夫吉姆．艾略特 （Jim Elliot） 

在 1956 年試著向厄瓜多爾的華歐拉尼族宣教時殉道。伊莉莎白後來向謀殺她丈夫的人傳教，唯

有已經說出「永遠的我願意」的人能夠去對殺她丈夫的人宣教。 

聖潔的人以專一的心服事神，聖潔的人向神說出「永遠的我願意」。這代表的是對神完全降服，

當聖潔的人知道神的旨意時，他樂意順服。他的心不會不專誠，他完全屬於神，聖潔的人在完全

降服的時刻對神說「我願意」。 

聖潔的人每天持續說「我願意」，在伊莉莎白．艾略特說出「永遠的我願意」之後，她仍持續面

臨抉擇，有許多次她需再次說：「主啊，我願意！」有些基督徒認為「僅只一次我願意的永恆誓

言」就能保證未來不會再面臨委身的挑戰。永遠的降服是重要的，但撒旦會持續考驗你的委身，，

你會一次又一次地繼續說：「是的，主啊！我的生命屬於祢。」這是一個聖潔生命持續進行的

「我願意」。 

 
166 申十 12-13 
167 Elisabeth Elliot, Passion and Purity (Old Tappan, NJ: Fleming H. Revell Co., 1984), 25. 

「我已經說出永遠的

『我願意』，讓我永不

向後看!」 

–伊利沙白．艾略特

（Elisabeth Ell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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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秘訣…… 

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168   

喬治．慕勒是 19 世紀一位偉大的基督徒，他建立五間大型的孤

兒院並照顧超過一萬多個孤兒。慕勒募款數百萬元維持他的孤

兒院並支持其他的宣教士，直到他過世，慕勒已經提供 122,000

位孩童受教育的機會，發送將近兩百萬本聖經，以及超過一億

本書和福音冊子。他做這件事並不曾向個人要求金錢的資助，

他定意只向神尋求幫助。  

當神呼召慕勒建立他的孤兒院，慕勒口袋中有 50 分﹗慕勒用完

全信靠神的供應來回應神的呼召，慕勒只有 50 分–但他將它奉

獻給神並信靠神供應其餘的部分。慕勒後來見證孤兒從未有一

餐無著落，神供應每一個需要。 

慕勒年輕時過著墮落的生活，甚至 16 歲時在監獄待過，然而喬治．慕勒在 20 歲時將生命交給基

督。接下來數年，慕勒經歷屬靈的勝利時期，但也自知生命中不願放手的掙扎，最後，慕勒在 

24 歲時「心完全降服，我把自己完全交給主。」 

70 歲時，慕勒開始到國外旅行講道。70 歲到 87 歲期間，他到 42 個國家旅行並向超過三百萬人

傳教。 

在生命的後期，喬治．慕勒被問到服事生活的秘訣。他回答：「有一天我治死我自己（我的意見

和渴望）、對世界的認可或不認可、甚至對我朋友的認可或責怪。從那時起，我只在意神的認

可。」喬治．慕勒擁有專一的心，他在神眼中看為完全。 

  

 
168 Adapted from Roger Steer, Spiritual Secrets of George Muller (PA: OMF Books, 1985) and J. Gilchrist Lawson, Deeper 
Experiences of Famous Christians (IN: Warner Press, 1911). 

「向神求大事，為神做大事。」 

–喬治．慕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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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概要 

ü 成為聖潔代表有著專一的心。 

ü 希伯來文 shalem 意謂「專心一意」，這個字和 shalom 相關，意謂「平安」，擁有「完全」或

「專一」的心表示擁有單一忠誠的心。 

ü 所羅門、亞撒和亞瑪謝的生命見證了三心二意的危險，他們每一個人都無法完全討神喜悅，

因為他們的心不專誠。 

ü 聖潔始於心，耶穌責備那些注重外在儀式卻沒有單純心志的人。 

ü 我們必須完全分別為聖歸給神，神使祂的百姓成聖，神呼召祂的百姓分別為聖以回應祂的恩

典。 

ü 聖潔的百姓說出完全的「我願意」回應神，猶如獻身的僕人，他們樂意對他們的主人說我願

意。 

ü 在我們說出「永遠的我願意」之後，我們必須每日持續說：「我願意」。 

 

作業 

1）準備一篇有關「活出專一心志」的講章，你可以訂定自己的大綱或使用下列大鋼： 

    Ａ）聖經中一個三心二意的例子 

    Ｂ）三心二意的危險 

    Ｃ）三心二意的解決之道 

 

3） 開始進入下堂課時，先背誦詩篇八十六篇 11-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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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聖潔是公義 

本課目標 

本課完成後，學生能： 

（1） 認知外在的行為必須呼應內在的公義。 

（2） 將聖潔的原則運用在實際的倫理抉擇。 

（3） 評估你個人的倫理觀。 

（4） 背誦彌迦書六章 8 節。 

 

以西結：一個看見神未來計畫的人 

以色列不再是一個聖潔的國家，她崇拜偶像、欺壓窮人

並違反安息日。神讓祂的百姓流亡他鄉做為審判的結

果，祂允許巴比倫軍隊征服耶路撒冷並拆毀聖殿。既然

神的百姓不再聖潔，祂就不再接受他們的敬拜。當神的

百姓不再遠離罪的時候，祂便不再接受他們的敬拜。 

然而，神依然對祂的百姓擁有旨意。聖殿被毀十年後，

神給被囚禁在巴比倫附近的先知以西結一個異象，以西

結看見神未來的計劃。 

在以西結的異象中，被擄結束，審判結束，神的同在已

經重返。聖殿充滿神的榮耀，神用水洗淨祂百姓外在的不義，祂已經除去「石心」並賜他們「新

心和新靈」。祂已經實現祂的應許：「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

遵行我的典章。」169 以色列是聖潔的，從裡到外。 

以西結看見賜福列國的聖殿，活水從一座重建的聖殿流出直到死海。樹木提供果實好做食物，樹

葉做為醫治的用途，伊甸園的美麗被恢復。 

這異象最榮美的部分在最後一句：「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結四十八 

35）」。神對祂百姓的旨意實現：聖潔的百姓生活在聖潔的神的同在中。 

 
169 結卅六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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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一個聖潔之人的外在證據，我們應該期待擁有聖潔之心的人有哪些外在的行動呢？ 

先知的問題：以色列是不義的 

對一個破壞約的國家，先知帶來神的控訴。在先知書和摩西五經中，「聖潔」一詞指的是屬於神

且分別出來歸給祂的事物。耶路撒冷和聖殿是聖潔，因為它們屬於神。 

 神是聖潔 

以賽亞 21 次說到「以色列的聖者」，撒拉弗吟唱：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170  

神是「因公義顯為聖」171的神，以西結看見神向列國顯現祂聖潔的日子。「我必顯為大，顯為

聖，在多國人的眼前顯現；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172  

神的審判顯現祂聖潔的本質，彌迦警告因為以色列的罪，「耶和華出了他的居所，降臨步行地的

高處。」173 神審判以色列，因為聖潔的神不能允許罪未受罰。 

神對以色列的救贖顯示神是聖潔，神贖回以色列不是因為她配得拯救，而是為了祂在列邦中的聖

名的緣故。 

   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啊，我行這事不是為你們，乃是為我的聖名，就是在你們到  

的列國中所褻瀆的。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這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

間所褻瀆的。174 

神不會允許祂的聖名因著以色列的罪而蒙羞，祂應許歸還以色列土地，在列國前顯出祂的聖潔。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將分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來，向他們在列邦人眼前顯為聖

的時候，他們就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175 

 
170 賽六 3 
171 賽五 16 
172 結卅八 23 
173 彌一 2-3 
174 結卅六 22-23 
175  結廿八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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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非凡的應許，神藉著救贖以色列並帶她回歸，應許要顯現祂的聖潔。神向被擄的百姓應

許要顯明祂的聖潔，聖潔屬於神。 

 以色列不聖潔 

既然聖潔屬於神，只有當我們的生活與聖潔的神產生關係，我們才是聖潔。先知宣告以色列不再

聖潔，因為她順著罪的慾望生活，而不是生活在與神擁有順服和愛的關係中。  

在以賽亞書中，神說猶大和祂隔絕是因著她的罪。神拒絕以色列，因為她拒絕活出公義。 

   他們的行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強暴。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急速流無辜人的血；

意念都是罪孽，所經過的路都荒涼毀滅。176  

神命令耶利米埋藏一條麻布帶子，白色的麻布是純淨的象徵。耶利米埋藏腰帶直到泥和土毀壞布

料，這象徵著猶大的不潔。神揀選猶大成為公義的百姓，神的百姓反而過著罪惡的生活。177  

在以西結書中， 神譴責以色列「是悖逆我的」，是頑固的叛逆者組成的國家。178 以色列沒有順

服聖潔的神，反而活得像異教的國家。「因為你們沒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沒有順從我的典章，卻

隨從你們四圍列國的惡規。」179 以色列不再是公義的。 

被擄期間，但以理承認，被揀選要在列國面前榮耀神的百姓「公開蒙羞」180是應得。為什麼？ 

   以色列眾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聽從你的話；因此，在你僕人摩西律法上所寫的咒

詛和誓言都傾在我們身上，因我們得罪了神。181  

小先知為罪譴責以色列，何西阿指責以色列「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姦淫，行強

暴。」182彌迦向「惡善好惡」的百姓傳講。183 

西番雅是希西家的後代，他屬於猶大最有力量的家族之一，但他毫不猶豫地為罪指責猶大的領

袖。 

 
176 賽五十九 6-7 
177 耶十三 1-11. 
178 結二 3  
179 結十一 12 
180 但九 7 
181 但九 11 
182 何四 2 
183 彌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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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中間的首領是咆哮的獅子；她的審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點食物也不留到早晨。她的先   

知是虛浮詭詐的人；她的祭司褻瀆聖所，強解律法。184  

從政治首領到宗教領袖，以色列違背神的律法。問題在哪裡呢？以色列忘記聖潔比宗教儀式擁有

更深層的意義，以色列以空洞的儀式代替真實的公義。 

聖潔不只是儀式和信仰的宣認 

律法的目的是教導以色列屬於神，不幸地，以色列很快就忘記律法的真正意義。百姓遵守適當的

儀式，但他們的心卻不聖潔，這個曾經由神分別出來反映祂形像的國家現在已經不潔淨。先知書

教導，成為聖潔意謂內在和外在都成為公義。 

以西結在西元前 597 年被擄至巴比倫，以西結 30 歲的時候，神開始透過一系列的異象對先知說

話，以西結看見猶大的眾長老在聖殿中崇拜偶像。185神命令天使帶來審判，直到聖殿廣場充滿屍

體，神的榮耀離開聖殿。186聖殿和儀式都是無意義，因為百姓不聖潔。 

 聖潔的生活不只是儀式 

以色列宣稱聖潔，但她是有罪又不潔的。百姓遵守聖潔的儀式，但他們卻沒有過著公義的生活。

「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187  百姓遵守適當的儀式，卻

過著罪惡的生活。先知傳講若以色列百姓過著罪惡的生活，儀式是無意義的，聖潔不只是節慶和

獻祭而已。 

以賽亞說神拒絕猶大的獻祭，因為她過著不義的生活。 

   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作罪孽，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你們的月朔和節期，我心裏

恨惡，我都以為麻煩；我擔當，便不耐煩…。188   

耶利米站在聖殿前宣告：「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是耶和華的殿！』」189聖殿不再聖潔。為什麼？因為敬拜者沒有過著公義的生活。神警告說：

 
184 番三 3-4 
185 結八 
186 結十 
187 賽一 4 
188 賽一 13-14 
189 耶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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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禁食的時候，我不聽他們的呼求；他們獻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悅納。」190 神要求的比空洞

的儀式更多。 

神對何西阿說：「我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燔祭。」191 以色列獻上祭物，卻

破壞和神的約，缺少公義生活的燔祭是無意義的。儘管以色列獻祭，神「必記念他們的罪孽，追

討他們的罪惡。」192  為什麼？ 

   因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神。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姦淫，行強

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193   

在北國即將被亞述征服之前，阿摩司向北國說教。阿摩司提出最後悔改的機會，阿摩司向以色列

責問她的罪。自稱「神的百姓」犯下所有的罪，從可怕的社會不公義到可恥的性行為。富有的以

色列人收受不義的罰金，並使用這些錢買酒做為宗教慶典之用。194  因為他們的生活充滿罪惡，

他們的敬拜是空虛的。神說：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

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

聲。195  

即使在被擄之後，猶大試著用儀式取代完全的順服。西元前 516 年，百姓開始重建聖殿。雖然他

們是在進行宗教的工作，他們的生活卻是不潔的。哈該提醒百姓，祭司觸摸死屍就是污穢的。相

同地，因人的罪而造成的污穢使得他們在聖殿的工作成為污穢。196 沒有公義的儀式是空洞的動

作，聖潔不僅是儀式而已。 

瑪拉基警示神拒絕猶大的敬拜。「萬軍之耶和華說：我不喜悅你們，也不從你們手中收納供

物。」197神因為百姓的罪而拒絕接受猶大的供物。 

先知書清楚地述說：聖潔不僅是儀式。沒有過著公義生活的人就不聖潔，我們無法用污穢的手敬

拜神。 

 
190 耶十四 14:12 
191 何六 6 
192 何八 13 
193 何四 1-2 
194 出廿二 26；摩二 8 
195 摩五 21-23 
196 該二 10-14 
197 瑪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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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生活不只是承認神的名 

神拒絕宣稱祂名的百姓，因為他們不肯離棄他們的罪。在新約聖經中，耶穌警告：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

我說： 『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

的名趕鬼，奉 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地告

訴他們說：『我從來 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

人，離開我去吧！』」198  

聖潔不只是承認神的名，聖潔是內在的公義顯現於外在的行

為，神要求聖潔的心和聖潔的手。 

猶如耶利米的時代，現今神向使用窮人的奉獻建造精緻豪宅的牧師說：「那行不義蓋房、行不公

造樓的有禍了！」199  

猶如阿摩司的時代，現今神對過著罪惡生活的教會音樂事奉者說：「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

我，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200  

猶如彌迦的時代，現今神對宣稱耶穌的名卻欺騙顧客的商人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201  

聖潔不只是儀式或信仰的宣認，誠如眾先知的時代，現今神尋找公義的行為。 

 

 

 

 

 

 

 

 
198 太七 21-23 
199 耶廿二 13 
200 摩五 23 
201 彌六 8 

祈求聖潔的禱文 

最慈愛的神啊！ 

賜我堅定不移的心， 

賜我未被征服的心， 

賜我正直的心， 

賜我悟性認識祢， 

  殷勤尋求祢， 

  忠實擁抱祢。 

–取自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81 

聖潔是公義 

聖潔的心可見於公義的行為，聖潔的心得見於聖潔的手。當過著不義的生活時，以色列無法聲稱

是聖潔的百姓。 

因為神是公義的神，祂的百姓必須聖潔，神的百姓必須擁有神的性格。崇拜偶像的人擁有偶像的

道德本質，敬拜耶和華的人必須擁有耶和華的道德本質，神的旨意是創造公義聖潔的百姓。 

以賽亞描述神的本質：「耶和華被尊崇，因他居在高處；他以公平公義充滿錫安。」202以賽亞在

相同的信息中描述義人能夠活在神的同在中。 

          「我們中間誰能與吞滅的火同住？我們中間誰能與永火同住呢？行事公義、說話正直、憎

惡欺壓的財利、擺手不受賄賂、塞耳不聽流血的話，閉眼不看邪惡事的。」203 

唯獨擁有神公義公平性格的人才能夠活在神的同在中，聖潔的百姓行神所行，他們反映聖潔的神

的本質。 

 聖潔是內在的公義：心 

公義由內心開始，先知非常明白律法的儀式本身是不夠的。沒有內在公義的外在順服是虛偽的，

公義始於內心。 

以色列拒絕律法，因為她拒絕賜下律法的神，不順服由內心開始。以色列打破神的誡命，因為

「他們的心隨從自己的偶像。」204 神看見「他們的心是不真誠的」205  

悖逆由心開始，公義也是由心開始。神透過以色列傳達「知道公義、將我訓誨存在心中的民，要

聽我言！」206將神的律法存在心中的人是知道公義的人。 

耶利米和以西結期待神的律法能夠深植在神百姓心中的日子。 

 
202 賽卅三 5 
203 賽卅三 15 
204 結廿 16 
205 何十 2 
206 賽五十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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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  

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207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

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208 

公義由心開始，約珥呼籲百姓悔改，不是徒有外在的表現，禁食和哀哭必須來自悔改的心。 

   耶和華說：「雖然如此，你們應當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你們要撕裂心腸，不

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

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209 

外在的表現是不夠的，公義必須由心開始。 

 聖潔是外在的公義：手 

在先知書中，道德的行為是衡量聖潔量尺，聖潔要求公義的特質和舉止。舊約中公義的生活最簡

單的描述之一由彌迦提出，彌迦定義神對祂百姓的期待。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

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210  

這就是何謂過著公義的生活：向其他人表現公義和憐憫，向神表現謙卑。在先知書中，公義、憐

憫和謙卑定義公義的生活。 

o 公義是以公平憐憫對待其他人 

有些人想要將心和手分開，他們說：「我的心是聖潔的，但我的雙手是有罪的。我心裡愛神，但

我沒有過著公義的生活。」先知書不允許這樣的切割，聖潔的心得見於外在的公義。單純的心會

帶來正確的行為，聖潔的百姓擁有聖潔的手。 

撒迦利亞定義公義是用正確的行為對待他人。 

 
207 耶卅一 33 
208 結十一 20 
209 珥二 12-13 
210 彌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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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軍之耶和華曾對你們的列祖如此說：『要按至理判斷，各人以慈愛憐憫弟兄。不可欺壓

寡婦、孤兒、寄居的，和貧窮人。誰都不可心裏謀害弟兄。』」211 

阿摩司對一個已經遺忘公義的國家說教，以色列使「公平變為茵蔯、將公義丟棄於地的。」針對

以色列背教的解決方式是什麼？「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212  

以賽亞分享阿摩司對公義的熱忱，以賽亞的第一個信息呼召猶大過著公義的生活。 

   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

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213 

神藉著耶利米說話，呼召猶大要施行公平和公義。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

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214 

神對祂百姓的標準是公平、公義和憐憫，神要求祂的百姓活出公義，行神所行。 

o 公義是謙卑向神 

神尋找以公平和憐憫對待他人的人，這必須是我們對鄰舍的態度。神尋找在祂面前謙卑而行的

人，這必須是我們對神的態度。 

猶大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崇拜偶像，神的回應是提醒猶大，祂是真實住在至高之處的獨一神。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

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215  

我們透過痛悔的心和謙卑的靈與至高的神連結，公義包含謙卑向神，這是真實的聖潔。 

 
211 亞七 10 
212 摩五 7、24 
213 賽一 16-17 
214 耶廿二 3 
215 賽五十七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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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對一個背教的國家說教，先知知道這個國家會拒絕他的信息。但即使這國家拒絕悔改，在

最後，何西阿向所有尋求神的以色列人發出邀請。雖然這國家可能拒絕神，義人依然能夠行走在

神的道路。神會尊榮這些尊榮祂的人，神賜福行公義的人。 

   誰是智慧人？可以明白這些事；誰是通達人？可以知道這一切。因為，耶和華的道是正直      

的；義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卻在其上跌倒。216  

聖潔操練：聖潔生活的倫理 

聖潔由心開始，卻是透過外在的行為才能看見。獻殿的時候，所羅門挑戰百姓：「所以你們當向

耶和華－我們的神存誠實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謹守他的誡命，至終如今日一樣。」217 內在的聖

潔產生外在的聖潔，如果你裡面是聖潔的，你會活出外在的公義。 

先知反對古代以色列的那些人，他們教導神的百姓沒有必要遵守神的律法。先知反對現今教會的

那些人，他們教導基督徒無法達到神對聖潔生活的要求。 

許多牧師現今教導：「神的律法說活出公義，但祂知道你無法實現祂的律法。」但這不是先知的

信息，先知說：「神的律法說要活出公義，這是神的要求，神的百姓要順服神的律法。」 

摩西律法的一個例子說明聖潔的心如何影響我們日常的行動。神說：「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

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裏過夜，留到早晨。」218 在古代的世界，工人在每天

工作結束的時候領薪資，當時沒有支票戶頭或是信用卡。星期一的薪資購買星期二的食物，拒絕

每天支付工人薪資讓工人難以購買食物。律法說：「每日結束時支付薪資給你的工人，公義的商

人會公平地對待他的工人。」 

我們已經看見先知書強調公義、公平和憐憫，新約的一般書信分享相同的信息，雅各的書信最清

晰呈現這一點。雅各寫給宣稱神百姓的那些人，但他們沒有過著公義的生活，他表達真正的聖潔

得見於公義的生活。 

ü 聖潔的百姓確實不只自稱敬虔，他們過著屬神的生活。「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

道，自己欺哄自己。」219 

 
216 何十四 9 
217 王上八 61 
218 利十九 13 
219 雅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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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聖潔的百姓憐恤孤兒和寡婦。「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

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

自己不沾染世俗。」220聖潔的百姓對富人和窮人都是不偏不

倚。「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

的。」221  

ü 聖潔的百姓控制他們的言語。「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222 

ü 聖潔的商人公平對待他們的工人。「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

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

了。」223  

聖潔改變我們生活的每個面向，包括我們的事業和生涯。聖潔的人活出公義，假若我們在神面前

是聖潔的，我們會待人接物知所進退。先知和使徒的信息非常清楚：聖潔的心改變我們的行動。

聖潔的百姓在生活的每個面向展現公義，神的旨意是塑造內心和日常生活都是公義的人。  

公義在每天的生活中看起來如何呢？聖潔在我們日復一日與周遭世界互動看起來如何呢？讓我們

一起看一些真實生活的例子！所有這些實例都是來自宣稱聖潔的百姓的人，姓名已經被更改。令

人難過的是，這些都是真實的故事。  

***** 

湯姆牧師是一位建築工人，以工作的收入來支撐聖潔會的牧養事工。湯姆購買一百元的工具，他

使用它建造房子，然後再也用不著。當他準備賣掉這個工具時，他告訴買方：「當這個工具全新

的時候，我花兩百元買下它，我賣你一百五十元就好。」 

湯姆牧師說：「那是一筆好生意，我靠著誇大原本支付的價錢賺取利潤，沒有人需要知道。不論

如何，我會將這筆錢使用在神的事工。」神說：「聖潔的百姓誠實地從事商業交易。」保羅寫

道：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224 

***** 

 
220 雅一 27 
221 雅二 9 
222 雅三 2 
223 雅五 4 
224 西三 9 

 

聖潔意謂用腳無玷污地行

走、用舌頭無玷污地說話、

用心思無玷污地思想–生活

中每一個細節都接受神的審

查。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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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是一名商人的秘書，當牧師到她家拜訪時，她說：「如果你需要任何辦公用品，我可以給你。

我把鉛筆，文具，和辦公用品從公司帶回家，沒有人會注意到。」 

珍說：「這只是小東西。」神說：「聖潔的百姓即使在小事上是誠實的。」保羅寫道那些已經

「在真實公義和聖潔上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會以新的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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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 

比爾經營生意，他必須保留記錄並在年底的時候繳稅。去年比爾的生意擁有五萬元的盈餘，但報

稅的時候，他只申報四萬元的盈餘，有時候他為了得到好的合約賄絡政府官員。 

比爾說：「我知道怎樣在我的國家做生意，我必須為公司『打通關』。除此之外，我遵守什一奉

獻並把我的錢用在正當的目的。」神說：「聖潔的百姓誠實地與政府打交道。」保羅寫給羅馬帝

國的市民：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226 

***** 

琳達並不喜歡她的工作，她想要將時間用在為教會工作，但她的工作是為有錢人打掃房子。她支

薪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但她時常遲到早退。琳達告訴她的牧師：「我寧願早上

花時間禱告，然後工作遲到。我寧願晚上工作早退來教會，我不在乎有給付薪水的那些小時是否

做好做滿。」 

琳達說：「即使我該做事時，沒做事，老闆也永遠不會發現。」神說：「聖潔的百姓在工作倫理

上是誠實的，他們在神擺放他們的每一個地方盡心盡力。」保羅寫道：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          

存心誠實敬畏主。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

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227 

***** 

亞瑟是一名宣教士，他愛神並努力工作，但他的舌頭很苛薄！他周遭的人許多次被他苛薄的言語

傷害。 

 
225 弗四 24,28 
226 羅十三 1 
227 西三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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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瑟說：「我只不過把我的想法說出來！你必須接受我就是這樣的人。」神說：「聖潔的百姓控

制他們的舌頭。」雅各寫道： 

   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 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  

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

應當的！228 

� 在你的文化中，基督徒有哪些倫理方面的誘惑呢？哪些是基督徒日常生活中最常被試

探而表現出不誠實的地方呢？聖潔生活的信息如何處理這方面的試探呢？ 

我有必須持守的任務 

查理．衛斯理 

我有必須持守的任務，              以謹慎的呵護裝備我， 

必須榮耀的神，                 猶如活在祢的眼前；  

等待拯救的永不死亡的靈魂，         喔～祢的僕人！主啊！預備 

是天空容納得下的。             提供嚴謹的理由﹗ 

 

服事現今的世代，              幫助我儆醒和禱告， 

履行我的呼召，               並倚靠祢自己，  

喔～願付出我所有的力量           堅信，假若我背叛我的信靠， 

施行我主的旨意！                 我將永遠死亡。 

 

 

 

 

 

 

 

 

 

 

 

 
228 雅三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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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秘訣…… 

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 

杉原千畝是一位為滿州外交部工作的日本基督徒，1939 年他被派遣到立

陶宛擔任日本領事。他在那遇見一名猶太裔女士，聽到德國納粹政府如

何對待猶太人。 

杉原連繫政府，他詢問關於給予逃離德國和波蘭的猶太難民的簽證許

可，日本政府拒絕杉原的要求。 

到 1940 年的夏天，杉原知道他必須表現公義和憐憫。他告訴太太：「我不想違抗政府，但我無

法不順服神，我必須遵循我的良心。」 

杉原開始用手稿簽發出境簽證給難民，估計他拯救將近一萬名原本可能遭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

後來杉原被蘇聯軍隊俘虜，他在一所蘇聯監獄囚禁 18 個月。當他從監獄被釋放並遣回日本時，

外交部將他解雇，因為他沒有服從他們的命令。 

杉原被解雇之後，他無法維持生計，甚至連買食物給家人都

有困難。後來當被他拯救的猶太人後代尋找他時，日本政府

否認他曾為他們工作。最後在 1968 年，一名猶太倖存者找到

杉原並帶他到以色列。 

杉原的犧牲並沒有得到許多的掌聲，但是他順服神，因為他

是公義的。杉原知道神的兒女必須行公義，他無法忽視周遭那些苦難。他知道成為公義就是要行

公義、好憐憫並謙卑地與神同行，杉原千畝活出聖潔的生命。

所有神的百姓都是平凡人，他們藉

由祂所賜的旨意而成為不平凡。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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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概要 

ü 成為聖潔就是內在和外在成為公義。 

ü 以色列容許外在的儀式和信仰的宣認代替真實的公義。 

ü 沒有公義的生活，宗教儀式和信仰的宣認都是無意義的。 

ü 公義必須是內在的—必須從心裡順服。 

ü 公義必須是外在的—必須影響我們如何對待周遭的人。 

ü 先知教導神對義人要求三件事： 

o 對他人公義 

o 對他人憐憫 

o 謙卑向神 

ü 新約使徒書信重複公義生活的信息，聖潔的人必須過著合乎倫理和公義的生活。 

作業 

1）撰寫一篇二至三頁「今日世界的公義」的短文，選擇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倫理規範上的犯罪，

說明聖經如何看待這方面的犯罪，提供實際的指導給你所服事的人群。 

 

2）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先背誦彌迦書六章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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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聖潔是愛神 

本課目標 

本課完成後，學生能： 

（1） 體會與神維持愛的關係的美好。 

（2） 遵循耶穌完全愛父的典範。 

（3） 認清世俗化和律法主義都是相同根源產生的症狀。 

（4） 背誦馬可福音十二章 29-31 節。 

約伯：愛神的人 

約伯失去一切，財富轉眼成空，他的兒女在一場暴風中全部喪生，他的健康被摧毀。他坐在爐灰

中，拿著一片破瓦片刮身上的傷口。他的太太告訴他咒詛神且去死，他的朋友控告他犯下可怕的

罪，那些過去尊崇他的人現在嘲笑他。 

在苦難中，約伯並沒有禱告：「神啊！將我的財富還給我！」或是「神啊！醫治我的身體！」他

反而哭求：「惟願我能知道在哪裏可以尋見神，能到他的臺前！」229約伯哭泣因為他無法找到曾

是與他關係緊密的神。「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裏，往後退，也不能見他。他在左邊行事，

我卻不能看見，在右邊隱藏，我也不能見他。」230 

約伯記得那些「我在帳棚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的日子。231 但現在： 

   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塵土和爐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我；我站起來，     

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變心，待我殘忍，又用大能追逼我。232 

這是一個覺得遭到親密朋友背叛之人的呼求，這是一個愛神之人的呼求。 

約伯的故事並沒有在絕望中結束，神在旋風中說話之後，約伯回應：「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

眼看見你。」233 約伯不是因為重得他所有的財產、健康、甚至是家人而得著安慰，乃因神同在的

重返。約伯看見神時就得著安慰，約伯是聖潔的人，約伯愛神。 

 
229 伯二十三 3 
230 伯二十三 8-9 
231 伯二十九 4 
232 伯卅 19-21 
233 伯四十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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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書卷中的聖潔：愛神 

�  愛神是什麼意思呢？真正的愛神會如何影響你對時間和金錢的優先順序呢？愛神會如

何影響你看待祂的命令呢？ 

約伯記和詩篇重申我們在摩西五經看見的信息：聖潔是與神的關係。唯有當我們活在與神的關係

中，我們才是聖潔，成為聖潔代表的是完全地愛神。 

以諾、挪亞和亞伯拉罕都是聖潔的，因為他們與神同行。相同地，約伯和大衛都是聖潔的，因為

他們與神同行。約伯記訴說一個極度愛神之人的故事，詩篇記述由於與神的親密團契所帶來的無

比喜樂，有感而發的祈禱和詩歌。 

 聖潔的子民以神為樂 

聖潔的子民以神為樂，他們在祂身上找到最深的喜樂，聖潔之人

渴望是討神喜悅，不會妄求。 

對那些以「作與不作」清單衡量聖潔的人，這似乎過分簡單。許

多人認為聖潔僅是責任，而非享受。聖經顯明聖潔的子民以神為

樂，約伯唯一的渴望就是重新恢復與神的關係。大衛見證與神維

持親密關係的喜樂，他在神身上找到他無比的喜樂。 

我在一個沒有安全飲用水的城市教書，某個炎熱的日子，我忘記

帶我的水壺。到我上完課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想法：「我需要

水！」如果你讓我選擇要一百元美金或是一杯乾淨的水，我會選

擇水。當我真的很渴時，水比其他任何東西更重要。 

那個晚上，我問我自己：「我像今天對水的渴望就如對神的渴望

那般嗎？祂對我而言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重要嗎？」  

祈求聖潔的禱文 

我的神啊！ 

我禱告可以更加認識祢並愛祢 

以至於我可以在祢裡面喜樂。 

讓我的心思默想祢的良善！ 

讓我的舌頭述說祢的良善， 

讓我的心為祢的良善而活！ 

讓我的靈魂渴慕祢的良善， 

讓我全人渴望祢的良善， 

直到我進入祢的喜樂！ 

–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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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渴望神：「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

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234 大衛將他對神的渴望和奔

跑渴望溪水的鹿相比，乾渴的鹿最大的渴望是水，聖潔的

人最大的渴望是與神親密，聖潔的人「飢渴慕義」。235  

詩篇將罪人之樂和聖潔的人之樂互相對照，罪人以戰爭為

樂，他們從謊言中得到樂趣，他們喜愛咒詛。236 對比之

下，聖潔的子民在神的同在中找到「滿足的喜樂」，他們

喜愛神的「殿和你顯榮耀的居所」。237 詩篇作者定意：「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238聖潔的子民在神裡面找到他們無比的喜樂。 

詩篇六十三篇說明默想神的美好，大衛逃離掃羅時，他的生命處在危險中。在那樣的處境之下，

你會怎麼想呢？我會忍不住「默想」危險，大衛卻說：「我在床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想

你。」即使在危險中，大衛的心思還是在神的身上。他發現這樣的默想就如「肥美食物」239般令

人滿足。 

詩篇吟唱者以神為樂，他與神相愛，聖潔的子民以神為樂。利用時間思考一下：什麼令你渴望呢？

你以神為樂嗎？ 

 聖潔的子民以神的律法為樂 

聖潔的人以神的律法為樂，詩篇顯明神的律法對祂的子民並非威脅，聖潔的子民愛神的律法。大

衛說：「我的神啊，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240他心甘樂意地順服神，他在順服神時找到喜樂。 

以神的律法為樂是環繞整部詩篇的精髓，詩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主旨是神的話。聆聽大衛的喜樂： 

   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241 

 

 
234 詩四十二 1-2 
235 太五 6 
236 詩六十八 30；六十二 4；一○九 17 
237 詩十六 11；二十六 8 
238 詩七十三 25 
239 詩六十三 5-6 
240 詩四十 8 
241 詩一一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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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口中的訓言與我有益，勝於千萬的金銀。242 

願你的慈悲臨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愛的。243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244  

耶和華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愛的。245  

 

神的律法表明神的愛。「耶和華啊，你的慈愛遍滿大地；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246神透過祂

的律法顯明祂的愛：「求你照你的慈愛待僕人，將你的律例教訓我。」247聖潔的子民以神的律法

為樂，因為他們知道神的律法表明神的愛。 

摩西說以色列順服神的律法將使其他國家忌妒他們的智慧！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例，必說：  

   「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248 

摩西問：「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249 神的律法並非要奴役以色列，神的律法是要祝福以色列。 

現今，聽到傳道人教導神的律法是無法順服的沉重負擔，這

樣的教導是常見的。有些基督徒說神的律法是沒有人可以達

到的目標，然而摩西、大衛和其他舊約聖經的聖徒在神的律

法中喜樂。他們相信尊榮神的名和神的安息日是一種喜樂，

他們不願意向虛假的偶像彎腰。 

他們不相信假若他們輕慢父母、謀殺、姦淫、偷竊和說謊，他們會更快樂，他們知道知足比貪圖

我們鄰舍所擁有的更好。神的律法不是重擔，神出於愛心賜下祂的律法。律法引導聖潔的子民和

聖潔的神建立關係，神的律法對祂的子民是一種喜樂。250 

 
242 詩一一九 72 
243 詩一一九 77 
244 詩一一九 97 
245 詩一一九 174 
246 詩一一九 64 
247 詩一一九 124 
248 申四 6 
249 申四 8 
250 Adapted from Dennis F. Kinlaw, This Day with the Master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4). 

我們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想像成是我們

的責任！有任何事像我們主的靈嗎？

「我的神啊，我樂意照祢的旨意

行。」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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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律法顯明神的特質，假如我們愛神，我們將會愛祂的律法。詩篇作者宣告：「你的法度奇妙，

所以我一心謹守。」251大衛並沒有說：「你的律法困難，但我會嘗試遵守。」不！大衛說：「神

的律法奇妙！」 

聖潔的子民以神的律法為樂，詩篇作者愛神的律法，因為他知道律法並非只是規則清單，神的律

法顯明神的特質。 

& 讀詩篇一一一篇和一一二篇 

詩篇一一篇和一一二篇是成對的詩，它們共同表明神的律法對聖潔之人的重要。詩篇一一一篇描

述神的特質，神是公義、慈愛和憐憫。 

詩篇一一二篇始於：「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喜愛神命令的人是有福

的。如何有福呢？他將會成為像神一般，他將會是「慈愛、憐憫和公義的。」這些是在詩篇一一

一篇對神相同特質的描述，當我們以神的律法為樂時，我們變得越來越像神。 

摩西五經教導聖潔的人反映神的形像，詩篇一一一 篇和一一二 篇顯示以神的律法為樂的人被轉

變成神的形像，以神的律法為樂的人變得更像神。 

如果我們真的愛神，我們會持守神的律法。大衛問道：「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

所？」誰能住在神的同在中？一個「手潔心清」的人。252 住在神的同在中要求順服神的律法，詩

歌書卷說明神要求那些宣稱愛祂的人順服。 

詩歌書卷也說明神使忠心的順服成為可能，這是神對愛祂之人的應許。 

約伯的故事始於：「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253當以利

法控訴約伯有罪時，約伯回答： 

   我腳追隨他的步履；我謹守他的道，並不偏離。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棄；我看重他口 

中的言語，過於我需用的飲食。254  

 

 
251 詩一一九 129 
252 詩廿四 3-4 
253 伯一 1 
254 伯廿三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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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許會問：「約伯如何能說他從未違反神的命令呢？每個人每天都會犯罪。」約伯回答：

「我愛神並以謹慎順服祂為樂。」約伯親密地與神同行，他持守「祂嘴唇的命令」。聖潔的生活

可能嗎？約伯回答：「可能！」約伯知道神使那些愛祂的人能夠忠心順服。 

聖潔的生活不是基於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來自每日倚靠神。約伯的無可指責不是因為他異於常

人的自我約束，他的無可指責是因為他與神親密同行。約伯理解神對忠心順服的要求，神使忠心

的順服成為可能。 

這個真理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大的影響，神要求祂的子民成為聖潔，神使祂的子民聖潔。藉

著祂，我們得以聖潔和潔淨。神要求聖潔並賜下聖潔，神話語所要求的一切，祂必供應。 

 那些以神為樂的人得著他們心中的渴望 

詩篇卅七篇顯示以神為樂的結果。「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255  

有些讀者認為詩篇卅七篇 4節教導：「如果我服事神，祂會把我祈求的任何東西給我。祂能使我

變富有。」大衛不是宣講「神要祂的兒女成為富有。」的成功神學，大衛說的是更重要的事：

「如果你最深的渴望是神，神會把祂自己給你。」如果你渴望神，你會得著神。 

如果你跟隨神是為了得到健康、財富和名聲，你會因為詩篇卅七篇 4 節的信息而失望。如果你為

了物質的祝福而跟隨神，當你發現你的獎賞是神時，你會失望。 

對一個自我中心的人而言，得著神不是重大的獎賞，自我中心的人不會渴望神。但對一個渴望神

的人而言，詩篇卅七篇 4 節是美好的應許。對聖潔的人而言，神就是最大的禮物。 

對那些渴望祂的人，神賜下和祂自己親密的關係。以神為樂並非總是會帶來財務的祝福或是免於

苦難，以神為樂的人或許令仇敵恨惡，聖潔的子民常常受苦。然而，大衛和約伯發現即使在苦難

時，神尊榮那些以祂為樂的人。 

聖潔是愛神，聖潔的子民以神為樂；因此，神白白地將祂自己給予那些渴望祂的人。 

 

 

 
255 詩卅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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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中的聖潔：愛神 

一個虔誠的律法師問耶穌：「夫子！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指向摩西律法：「律法

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律法師引用申命記六章 5 節和利未記十九章 18 節，這些經節總結律法。「你要盡心、盡性、盡

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耶穌回答：「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得

永生。」256聖潔是完全的愛。  

幾個月之後，耶穌在耶路撒冷。一個文士問：「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257 法利賽人從舊約

聖經中列舉 630 條律法，他們常常爭論哪一條律法最重要。耶穌回答： 

   第一要緊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258  

耶穌定義聖潔是對神和對其他人的愛，真實的聖潔是透過愛表達。當我們在像基督的愛中成長時，

我們就在聖潔中成長。成為聖潔是像耶穌那樣愛，這是完全的愛。 

在第五課中，我們看見舊約聖經作者使用「完全」一詞指專一的心，成為完全是專一委身於神。

新約聖經作者以相似的方式使用「完全」一詞，耶穌命令祂的跟隨者要「完全」。259在福音書中，

我們看見成為完全是以專心一意的愛來愛神和我們的鄰舍。成為完全是沒有保留地愛，這是完全

的愛。 

完全之愛的信息在福音書中不是新的信息，耶穌提醒以色列，神總是要求愛神和愛鄰舍。申命記 

六章顯明愛是律法的基礎，沒有愛的順服導致律法主義。耶穌教導成為聖潔是愛神，如果我們愛

神，我們會順服祂，聖潔是用你的全心愛神。 

對神的愛不只是情緒而已，約翰．衛斯理定義對神的愛： 

…以祂為樂，在祂的旨意中喜樂，持續地渴望討祂喜悅，在祂裡面尋求並找到我們的快樂，

日以繼夜渴望更完全地享受祂。260 

 
256 路十 25-28 
257 可十二 28 
258 可十二 29-31 
259 太五 48 
260 John Wesley, “On Love.” http://wesley.nnu.edu/john-wesley/the-sermons-of-john-wesley-1872-edition/sermon-139-on-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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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的愛改變我們人生的整個方向，討神喜悅成為我們最高的志向和最大的喜樂。耶穌顯明完全

愛神的意義，在耶穌身上，我們看見神渴望給予每個基督徒的聖潔之愛。 

 耶穌在他的生活中親身示範對神完全的愛 

耶穌親身示範對他的父完全的愛，耶穌活出樂意順服父旨意的生命。這不是奴隸被強制順服，而

是兒子愛的順服。 

試探顯明耶穌對父的愛，耶穌開始對外的事工之前，他在曠野面臨試探，每個試探都針對破壞父

和子之間的關係。 

撒旦引誘耶穌忽視父，為自己提供食物。撒旦引誘耶穌棄絕敬拜父，以便得到掌管天下萬國的權

柄。撒旦引誘耶穌從聖殿頂端跳下來，以便測試父。261每個試探都是測試耶穌對父的愛，耶穌以

展現對天父完全的信靠來回應。 

耶穌沒有把石頭變成食物，他反而引用申命記八章 3 節：「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

物。』」摩西提醒以色列，神曾經在曠野供應嗎哪；以色列能夠信靠他們天父的慈愛供應。同樣

地，耶穌信靠他的天父慈愛的供應。 

耶穌沒有向撒旦彎腰，他反而引用申命記六章 13 節：「你要敬拜耶和華－你的神，單單事奉

他。」因為耶穌完全地愛神，他拒絕屈服於撒旦的誘惑。 

耶穌沒有從聖殿頂端跳下來測試父，他反而引用申命記六章 16 節：「經上說：『你們不可試探

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耶穌完全地愛神，他拒絕測試父保護的應許。 

潔淨聖殿顯明耶穌對父的愛，即使身為孩童，耶穌愛「父的殿」262。他愛父，所以他愛父的殿。 

當耶穌在聖殿發現不誠實的商人，他帶著義怒回應： 

耶穌就拿繩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
263 

 
261 路四 1-12 
262 路二 49 
263 約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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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什麼生氣呢？因為這些商人羞辱他父的殿：「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264 耶穌

愛父，他用憤怒回應對父的殿的不敬。 

耶穌擁有一般人的情感，在邪惡面前，他感到憤怒—但他並沒有犯罪。265聖潔並沒有除去耶穌的

情感，反而因為他的聖潔，耶穌的情感反映父的情感，耶穌對引起父憤怒的事發怒。 

耶穌的順服顯明他對父的愛，在他的臨別信息中，耶穌提到他的順服是見證他對父的愛。「但要

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266耶穌透過願意順服父的旨意表達他對

父的愛，這是完全的愛。 

即使在最後的考驗，耶穌順服父的旨意。耶穌知道他將接受羞恥的審判，然後緊接承受十字架無

法想像的痛苦，因為人的罪，他將與父隔絕。耶穌禱告：「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
267拿撒勒人耶穌面臨順服父的最終考驗。 

耶穌出於人性，他祈求拯救。但在耶穌的人性中，他表明願意順服父。「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

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穌藉著順服父的旨意，表達對父完全的愛。 

耶穌的一生樹立完全之愛的典範，成為聖潔是愛神，像耶穌愛他的父一樣。 

 耶穌教導他的門徒要完全地愛神 

愛神不只是情感而已，更是改變我們生命最終優先順序的長期委身。耶穌如此定義愛： 

   「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268 

對猶太教師而言，「憎惡」一詞代表的是「愛得比其他事物少」。耶穌的跟隨者必須愛耶穌勝過

其他人，甚至是他自己。那就是愛神的意思–愛神超過所有的一切。 

耶穌說：「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269 愛是排他的，

假若你愛神，祂佔據生命中所有一切的首要位置。 

 
264 約二 16 
265 可三 5；弗四 26 
266 約十四 31 
267 路廿二 42 
268 路十四 26-27 
269 路十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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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教導忠心和樂意的順服就是愛的表現。「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這種

愛的順服的獎賞就是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

現。」270  

多年以後，約翰回想耶穌在馬可樓說的話。約翰寫道：「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

是完全的。」271聖潔是對神完全的愛，聖潔的子民樂意順服父的旨意，聖潔的子民跟隨耶穌順服

的典範。 

我們完全地愛神時，我們樂於順服祂的旨意。當我們完全地愛神，我們樂意讓我們的意志順服 

父的旨意。當我們完全地愛神，我們和大衛禱告：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272  

完全的愛給予我們討天父喜悅的強烈渴望，我們拒絕會擾亂我們與祂的關係的任何事情，聖潔是

對神完全的愛。 

 對基督徒而言，耶穌和父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典範 

& 閱讀約翰福音十七章 

耶穌在他的大祭司禱告中提供一幅聖潔的圖像，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中，耶穌為自己、他的門徒，

然後為所有的信徒禱告，耶穌顯明他與父的親密關係是基督徒和我們的父關係的模式。 

耶穌為自己禱告（約翰福音十七 1-5），當面對死亡時，耶穌為他已經完成父交給他的任務而喜

樂：「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稍後在這個禱告中，耶穌說：「我使自己分別為聖。」希臘文翻譯為「分別為聖」一詞後來在同

樣的經文翻譯為「成聖」。耶穌禱告： 

 
270 約十四 21 
271 約一二 5 
272 詩一三九 23-24 



 

101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hagiazo）；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

們到世上。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hagiazo），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hagiazo）。
273 

Hagiazo 可以表示「成為聖潔」或「分別為聖並分別出來」，因為耶穌沒有罪，他不需要成為聖

潔。在此禱告中，「成聖」表示「分別為聖或是分別出來」。耶穌將他自己分別出來，為了完成

父給他的工作，耶穌為父給予他的任務將自己分別為聖。 

耶穌為他的門徒禱告（約翰福音十七 6-19），耶穌禱告門徒能因真理成聖。「我為他們的緣故，

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猶如耶穌為地上的服事被分別出來，他禱告門徒能為服

事被分別出來。子和父之間的關係是門徒和父關係的典範，當門徒追隨耶穌的模式時，他們被分

別出來與世界分享他的真理。 

耶穌為所有的信徒禱告（約翰福音十七 20-26），耶穌接著為所有「那些將相信我的人」禱告。

他祈求所有基督徒將都能分享他和父所享受的合一，耶穌祈求我們將「完全合而為一」。相同的

詞也使用在馬太福音五章 48 節：「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這個詞表明一個目

標的達成，這個目標是完全的愛，在三位一體裡面可見的愛。 

身為信徒的我們受邀分享父和子神聖的愛，耶穌禱告：「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

們裏面。」耶穌和父之間的愛是每一位信徒的模式，這就是聖潔所代表的意思：擁有耶穌樹立典

範的完全之愛。 

聖潔操練：我愛神嗎？ 

喬治向他的牧師提出一個問題。 

    「牧師！我想成為聖潔。像亞伯拉罕一樣，我想當神的朋友。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做了一

些我知道不對的事。我愛神，但我不想順服祂。如果我不順服祂，我可以是神的朋友嗎？」 

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就回答喬治的問題。「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274神沒有在任何一

處經文說：「你們若愛我，你們可以繼續生活在肆意妄為的罪中。」耶穌反而說：「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穌接著說：「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275 

 
273 約十七 19 
274 約十四 15 
275 約十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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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談論他們對神的愛，卻持續生活在肆意妄為的罪中。對這些人而言，愛神

只是一種情緒。他們宣稱愛神，但生命沒有被轉變。無論如何，愛神不只是一種情緒或感覺，愛

神是要求人願意順服祂的命令。 

莎莉向她的牧師提出一個問題。 

   「牧師！我想成為聖潔。像約伯一樣，我想成為無可指責與正直，我小心持守每個誡命。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不是真的愛神。我順服祂是出於懼怕，我害怕假若我不順服祂會生氣。

我順服神，但我並不愛祂。如果我不愛神，我可以算是聖潔嗎？」 

耶穌在兩千多年前就回答莎莉的問題，耶穌給以弗所的教會一個信息。他讚揚他們的好行為和正

統教義，他為他們在面對迫害時的忠心讚美他們。但是他說：「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

起初的愛心離棄了。」耶穌嚴正看待缺乏愛的問題，以致他們如果不悔改並重拾起初的愛，他威

脅「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276 

有些基督徒相信他們可以透過順服贏得神的喜愛，但是他們的順服並沒有伴隨著愛。他們相信聖

潔是順服規則清單的事，他們已經忘記聖潔的根本是對神的愛。 

喬治和莎莉心裡都有同樣的根本問題，他們兩個都不是真的愛神。喬治對神缺乏愛在世俗化中可

見，世俗化說：「我愛這個世界甚於愛神。」 

莎莉對神缺乏愛在律法主義中可見，律法主義說：「我不是出於愛而順服神，而是出於贏得神喜

愛的渴望。」這些都不是藉著對神的愛而受激勵，世俗化和律法主義的答案都是一樣—對神的愛。 

 世俗化的答案：愛神 

世俗是什麼意思呢？許多時候，我們用穿著方式、娛樂類型、渴望大眾的肯定、炫耀或是一些其

他外在的記號定義世俗化。這些或許是世俗化的徵兆，但世俗化具有更深的意思。定義世俗化時

要問這個問題：「什麼帶給我真正的喜樂呢？」 

成為「世俗」是以世界為樂，一個世俗的人從這個世界尋求終極實現，成為世俗是看重這個世界

的事超過神的事。 

 
276  啟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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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潤的。」他選擇吸引他眼目的平原。277羅得是世俗的，他

以這個世界的歡愉為樂。 

底馬拋棄他的事工，因為他在這個世界找到快樂。保羅寫到：「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

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一個繁榮的城市。278底馬是世俗的，他愛這個世界。 

一個屬神的人在神裡面找到最深的喜樂，詩篇作者寫道：「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

的。」279詩篇作者是屬神的，他愛神。 

世俗化的解答不是一套規則，世俗化的答案是對神的愛。19 世紀蘇格蘭的牧師查麥士 （Thomas 

Chalmers） 宣講一篇關於〈新的愛慕，排他性的力量〉的講道。查麥士牧師談到如果我們想要停

止愛世界，有兩件事我們必須要做。 

1) 我們必須關上某些事，我們必須認清這個世界的空虛。當我們看見這個世界的空虛事物，

我們對世界的愛就減少，但光認清空虛的世界是不夠的。 

2) 我們必須打開某些事，我們必須以更美好的事物代替對世界的愛。當我們愛神，我們的

新愛驅逐對世界的舊愛。 

愛這個世界的治療方法是愛上神，耶穌說到有關一個商人賣掉他所有的一切，為了購買貴重的珍

珠的比喻。 

   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 

珠子。280 

想像如果你對這個商人說：「我為你感到如此難過！你必須賣掉這麼多產業令人難過。」這個商

人會嘲笑你！他會說：「犧牲？我沒有做任何犧牲，我買了一顆貴重的珍珠。跟這顆美麗的珍珠

相比，我賣掉的東西根本不算什麼。」這個商人已經找到新的感情，新的情感讓舊愛消除殆盡。 

世俗化的解答是愛上神，對神的愛將會使我們對金錢、掌聲和炫耀的戀棧和世界用來引誘神的子

民的所有事物通通消除殆盡。聖潔的子民愛神—那樣的愛使對這個世界的愛消除殆盡。 

 
277 創十三 10-11 
278 提後四 10 
279 詩七十三 25 
280 太十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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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律法主義的解答：愛神281 

當我們真誠地渴望過著聖潔的生活，我們可能落入試探，過份解讀「基督徒的完全」的聖經原則，

成了律法的「完美主義」。 

聖經的「基督徒的完全」是專一愛神的心，基督徒的完全顯明在各方面尋求神喜悅的心，認知到

即使是真誠的愛心也不能將我們帶到完美表現的層次。我們受限於我們人的軟弱，聖潔的人不會

樂於違反神的律法，但最聖潔的人雖會因無心之過，無法在某些面向達到神絕對是非標準的情況

中，持續依靠神的恩典。 

另一方面來說，「完美主義」導致自我期待在生活各方面的完美表現。完美主義聚焦於我和我身

為聖潔的人的表現，而非聚焦於耶穌和他在我生命中彰顯的能力。 

完美主義時常導致律法上的努力，藉著分別出來而「贏得」神的喜愛。完美主義時常以我不作

（我不抽菸，我不喝酒，我不穿過分暴露的衣服）或我作（我禁食，我禱告，我奉獻給教會）的

事衡量聖潔。 

如我們在第四課所見，聖潔的人會想要與任何不討神喜悅的事隔離。說出：「我全心愛神」，然

後過著尋求滿足世俗慾望的生活是錯誤的。 

然而，絕不允許我們由於渴望擁有與眾不同的內心和生命，以致我們走到一個地步，就是相信可

以藉著「作與不作」的清單衡量我們與神的關係。聖潔首先是關乎心和與神的愛的關係，那樣的

關係激勵我們渴望活出聖潔、與眾不同的生活。反之將永遠不可行：光是與眾不同的生活永遠不

會激勵與神建立愛的關係。 

我們必須追求神所命令的完全，我們不能藉著完美主義尋求贏得神的喜愛，完全的心是徹底愛神

的心。 

� 你的教會中較大的試探是哪一個，世俗化還是律法主義？討論對神深厚的愛如何解答

這兩個問題。討論在你服事的人當中激勵對神的愛的實際步驟。 

  

 
281 Adapted from John N. Oswalt, “Dangers to Holiness: Perfectionism and Legalism.” https://www.gbs.edu/dangers-to-
holiness-perfectionism-and-leg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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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聖潔的生活的關鍵：愛神 

只有當我們完全地順服神，我們才是愛祂。只有當我們真正地愛神，我們才是完全地順服祂。身

為神的兒女，我們能夠跨越服事神是責任的攔阻。我們可以達到以服事祂為樂的境界，這樣的喜

樂只會透過愛而來。出於懼怕或責任而順服父母的孩子永遠無法在順服中找到喜樂，出於愛而順

服的孩子發現順服是一種喜樂。 

當一個年幼的孩子學小提琴時，她必須每天練習。一開始練習可能是責任多於樂趣，但是如果這

個孩子將有可能成為優秀的小提琴家，她必須達到拉小提琴不只是責任的地步，那必須是樂趣。

責任是當孩子練習時，因為她的媽媽說：「你必須練習。」樂趣是當孩子拉琴時，因為她享受拉

琴，真正的小提琴家在練習的責任中找到樂趣。 

我們的屬靈生活一樣真實，聖潔的人把讀神的話語當作屬靈的紀律，但是他也以神的話語為樂，

順服神成為責任和樂趣。 

當我們出於喜樂服事神，而不是責任，思想其中的不同。順服成為一種喜樂，而非重擔。禱告、 

神的話語和基督徒生活的紀律成為一種喜樂。這就是愛神的意思，聖潔的子民帶著喜樂順服，因

為他們愛神。 

19 世紀聖公會的克羅理（George Croly） 牧師禱告神會將他從世上的愛「斷奶」，以對神單純的

「神聖的熱情」充滿他。對每一個尋求以完全、專一的愛來愛神的基督徒而言，這首聖詩仍然是

有力的禱告。 

上主之靈，懇求降臨我心 

喬治．克羅理 

上主之靈，懇求降臨我心；在內運行，消除

世俗邪情； 

垂憐卑弱，顯主大力大能；使我愛主，盡

力、盡心、盡性。 

教我愛主能像天使一般，專一熱誠充滿全身

軀幹； 

聖靈來臨，如鴿降自天上；主愛之焰燃燒遍

我心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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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到秘訣…… 

宋尚節（John Sung） 

宋尚節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佈道家之一，他是中國福建省

衛理公會的牧師的兒子，九歲成為基督徒。 

宋氏 19 歲時到美國讀書，他是一位聰明的學生，僅在六

年之內就完成他的學士、碩士和化學博士學位。不幸的

是，在這段時間宋已經開始懷疑他從父親學習的聖經教

導。 

宋氏決定利用一年的時間在協和神學院為他的疑問找尋

答案，協和的自由派教授反而更進一步削弱宋氏的信

心，而不是提供答案。 

1926 年，宋尚節在哈林參加一場禮拜。那個晚上，一位 15 歲的女孩見證神在她生命中的轉變，

宋氏開始尋求與神的更新的關係。神學院教授開始相信宋尚節罹患精神病，甚至該校校長柯芬

（Henry Sloan Coffin）將宋氏送進精神病院。宋尚節在醫院的 193 天期間，他把整本聖經閱讀四

十遍。 

宋尚節出院之後，他回到中國，宋博士知道他可以在任何有聲望的中國大學得到教職。然而登上

船後，神呼召宋氏更深地降服他的生命。有一天，作為他降服的象徵和斷開任何與教書生涯連結

的方式，宋博士將他的文憑和學術獎項集結並將它們丟出船外。 

宋尚節不是以「化學教授宋尚節博士」抵達中國，而是以「神的僕人宋尚節」。宋氏開始講道，

他擁有大有能力的佈道事工。歷史學家估計，從 1927 年宋尚節返回中國到 1944 年 41 歲過世期

間，在他的事工下超過十萬人信主。 

宋尚節的一生顯明愛神不僅是情感，因為他對神的愛，宋博士放棄在中國大學有聲望的教書工作

的抱負，回應神的呼召講道。因為宋尚節對神的愛，他放棄薪資優渥的舒適地位，過簡樸的生

活，吃農夫的飲食。因為宋尚節對神的愛，他每天利用數小時禱告、讀聖經。他的一生被他對神

的愛耗盡，因為那樣的愛，神使用宋尚節帶領數千人歸向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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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概要 

 

ü 成為聖潔是愛神。 

ü 聖潔的子民發現他們最大的喜樂在神。 

ü 因為他們知道神的律法反映祂的愛，聖潔的子民以神的律法為樂。 

ü 那些以神為樂的人發現神將祂自己給他們。 

ü 耶穌為愛神的意義提供完美的典範。 

ü 世俗化的解答是對神深厚的愛。 

ü 律法主義的解答是對神深厚的愛。 

 

作業 

1）想像一個剛信主的基督徒對你說：「我想要跟神有一個更深的關係。我愛神，但很難知道我

如何在與他的關係中成長。我看不見神，所以祂似乎離我很遠。我能怎麼辦？」寫一份 1-2 頁的

信來幫助這位信徒理解如何在與神的關係中成長，包括讀經和建立一個禱告生活的實際步驟及分

享你的信心。下堂課，每位學生要分享他們的答案並有一段時間討論答案。 

2）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背誦馬可福音十二章 29-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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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聖潔是愛你的鄰舍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前，學生應： 

（1） 認清耶穌是聖潔的典範。 

（2） 瞭解聖經中完全的意義。 

（3） 委身於持續在完全的愛中成長。 

（4） 以實際的步驟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5） 背誦馬太福音五章 43-48 節。 

耶穌：完全的愛之典範 

當耶穌行走在加利利海邊時，他經過一位稅吏，因為他替羅馬人工作，所以猶太人都閃躲稅吏利

未。但讓利未吃驚的是，耶穌說：「來跟從我」。其他的拉比

看到的不過是一個稅吏，但耶穌看見一個需要愛的人。 

後來耶穌與一群稅吏和罪人在利未家吃飯，法利賽人大為震

驚。耶穌應該是聖潔的，為什麼他與罪人在一起呢？耶穌回

答： 「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

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282 

耶穌的典範讓祂同時期的人相當震撼，法利賽人是耶穌的時代

被公認最聖潔的一群人，他們說：「我們是聖潔的，所以我們

遠離罪人」；耶穌說：「我是聖潔的，所以我花時間與罪人相

處」。 

耶穌樂於利用時間與罪人在一起，當他們跟隨耶穌後，罪人成

為聖潔的人。耶穌親身示範改變世界的聖潔之愛，聖潔是對神

和對人有完全的愛，真實的聖潔改變我們的世界。 

 

 

 
282 馬二 17 

祈求聖潔的禱文 
主啊！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祢的寬恕 
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的盼望 
在黑暗之處播下祢的光明 
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主啊！ 
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因為只有在施與中，我們有所收

穫 
在寬恕時，我們得到寬恕 
在死亡時，我們生於永恆 

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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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所處世界的聖潔 

� 在你所處的世界中，人們如何度量聖潔呢？這個標準如何如與耶穌的生活相比呢？ 

生活在耶穌時代的人對於聖潔的信念是什麼呢？對於聖潔的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如何期待呢？當

我們看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就會了解為什麼耶穌的生活和教導讓人如此震撼。283 

 耶穌時代的人的觀念 

耶穌時代的人知道神是聖潔的神，他們知道神的子民必須聖潔。聖潔的神要求祂的子民必要聖潔，

神使以色列人被擄，因為祂的子民不聖潔。 

耶穌時代的人知道聖潔要求與所有不潔的事物分別，舊約對聖潔的呼召要求神的子民遠離一切的

罪惡。 

耶穌時代的人知道神應許在祂子民的心中寫下新約，神應許要賜給祂的子民「新的心」和「新的

靈」，讓他們能守住這個約284 ，耶穌時代的人等待這個應許實現。 

 

耶穌時代的人知道聖潔的神持守祂的應許，神忠實於祂的約。即便以色列已經毀約，神仍舊是信

實的。猶太人相信如果神的子民聖潔，祂的榮耀會回歸以色列。 

 耶穌時代的人的慣例。 

耶穌時代的宗教人士相信這些原則，但無法依據神為真實的聖潔設立的模式，他們沒有聖潔的心。 

這些祭司領袖相信聖殿，他們相信若獻祭按部就班施行，神的榮耀會再度臨到。耶穌回答：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285 耶穌告訴他們單是儀式並

不夠。 

愛色尼派的人相信，他們藉由過著與其他人分別的生活能夠成為聖潔，他們搬到死海旁自成一個

社群。耶穌回應：「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

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286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287。耶穌觸摸長大麻瘋的，

他與罪人一起吃飯，他說明了在邪惡的世界，我們能夠成為聖潔。 

 

 
283 此部分的資料來源大多依據 Kent Brower, Holiness in the Gospels (Kansas City: Beacon Hill Press, 2005). 
284 結卅六 26 
285 馬九 13。 
286 路十五 7 
287 馬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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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人順服律法的外部細節，但忽略內心的污穢。耶穌形容法利賽人「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

好看，裏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

卻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288耶穌說明聖潔必須始於內心，若內心不聖潔，手也無法聖潔。 

耶穌時代的人滿足於以儀式代替真實的聖潔，他們以規定度量聖潔，而不是愛神。以色列非但沒

有愛他們所處的世界，他們築起圍牆隔絕有需要的世界，耶穌說明聖潔的人愛神並愛他的鄰舍。 

耶穌的生命是聖潔的典範 

當我們讀到舊約的聖潔時，可能忍不住會說：「那是不錯的理論，但在現實的生活中會是怎樣

呢？」耶穌來到世上向我們表明，聖潔在每日生活的樣式。路加所記載的族譜告訴我們，耶穌是

「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289。當我們注視耶穌這位亞當的兒子，我們看見聖潔之人的完

美典範，福音書顯明拿撒勒人耶穌的聖潔生命。 

 聖潔是與神同行 

在耶穌的生命中，我們看見人與神關係的模範。耶穌的禱告生活展現他與父的親密關係，耶穌時

常離開人群，單獨與他的父相處。在耶穌的人性中，他尋求與天父擁有親密的關係，他與神同行。 

或許耶穌與父神的關係的最佳圖像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向神呼求。當耶穌在十字架上背負我們

的罪時，「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

為甚麼離棄我？」290耶穌代替我們承擔罪應有的處罰，他感覺被他的父遺棄。 

耶穌展現與神親密的關係，亞伯拉罕與大衛所提出的聖潔實現在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命中。 

 

 

 

 

 

 
288 馬廿三 27-28 
289 路三 38 
290 馬廿七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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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是有所分別 

聖潔的意思就是遠離罪惡，分別出來歸給神。在耶穌的人性中，他樹立與罪遠離的典範，他是

「無罪的」291。在見證耶穌地上事工的期間，門徒與耶穌最親近，他們說： 「在他並沒有罪」。
292 

在耶穌的人性中，他示範分別出來歸給神，他過著願意順服父的生活。耶穌見證：「那差我來

的是與我同在；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因為我常做他所喜悅的事」293 。耶穌將自己分別出來

歸給他的父。 

 

 聖潔是擁有神的形像 

聖潔是反映神的形像，當我們注視耶穌時，我們看見父完美的形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294 當腓力要求耶

穌「將父顯給我們看」，耶穌回答：「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295 。在耶穌身上，我們看見

神完美的形像。 

 聖潔是專一的心 

聖潔的人擁有專一的心，他完全奉獻給神。在客西馬尼園，耶穌祈禱：「父啊！你若願意，就把

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296。耶穌的心完全降服父的旨意，耶

穌說明何謂擁有專一的心。 

 聖潔是公義 

真實的聖潔要求公義的行為，聖潔之人的記號就是正義、憐憫和謙卑。在耶穌的生命，我們看見

公義的完美典範。 

正義終極的圖像可見於耶穌在十字架承擔神的憤怒，耶穌沒有否認罪的刑罰所帶來的正義，他反

而代替我們償付刑罰。 

 
291 林後五 21 
292 約一三 5 
293 約八 29 
294 約一 14 
295 約十四 9 
296 路廿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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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對待麻瘋病人、婦女、兒童和窮人的過程中展現憐憫，他向行淫時被抓的婦女、撒該以及

在十字架上的強盜展現憐憫，耶穌不斷地以憐憫回應那些受到別人排擠的人。 

在耶穌出生前的七百多年，以賽亞形容彌賽亞的謙卑。「他既無威儀，也不英俊，不能吸引我們

的注意；他的儀表平凡，不能引起我們的傾慕。」297以賽亞預言：「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

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298。 

 

在耶穌第一個公開的講道中，他展現公義、憐憫和謙卑的使命。在拿撒勒的會堂，耶穌閱讀以賽

亞書預言那將要來的僕人： 

          主的靈臨到我，因為他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  

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並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299 

以賽亞預見「主的恩年」，對所有的人而言，那是正義的時刻。耶穌宣告他來是要實現這個應

許 ： 「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300 ，耶穌的地上事工提供公義的典範。 

福音書中的聖潔：愛我們的鄰舍 

在第七課，我們談到聖潔就是專心一意地愛神，聖潔也是愛我們的鄰舍。耶穌提出這兩條命令，

「愛人」及「愛鄰舍如同自己」，這兩條命令是一切律法的總綱301。 

對神真實的愛總是帶來對別人的愛，若我們愛神，我們會愛神所愛的人。聖潔絕不是獨善其身，

聖潔的生活是與鄰舍有往來。聖潔是對神和人有完全的愛，對神完全的愛無法與對鄰舍的愛分開。 

耶穌這樣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302 約翰把我們對神的愛與對鄰舍的愛連結：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

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303。 

 
297 賽五十三 2 
298 賽十二 2-3 
299 路四 18-19 來自以賽亞書六十一 1-2 
300 路四 21 
301 可十二 29-31 
302 太廿五 40 
303 約一四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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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根源是自我為中心，在伊甸園時，撒旦承諾夏娃她會「像神一樣」304。在巴別塔，人決心要

「顯揚我們自己的名」。305以色列人違背神的心願，他們要求有王治理他們，讓以色列能「像其

他國家一樣」306 。在每一個例子中，罪就是自我為中心。 

假如罪是自我為中心，聖潔（罪的相反）就是包含以他人為中心。假如罪讓我們尋求自我的利益，

那麼聖潔是讓我們尋求他人的利益。假如罪是愛自己，那麼聖潔就是愛他人。成為聖潔是愛他人，

新約最常被重複的命令就是愛的命令，至少有 55 次之多。  

耶穌教導聖潔就是對他人擁有慈愛的憐憫，耶穌顯明透過聖潔之愛的生命，聖潔的人會吸引罪人

歸向聖潔的神。 

順服神的命令：「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這條命令要求我們要愛我們的鄰

舍。耶穌示範對他人完全的愛，他教導跟隨他的人要完全地愛他人。 

 耶穌示範對他人完全的愛 

在耶穌早期的傳道生涯，施洗約翰差派跟隨者問耶穌：「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

呢？」307法利賽人原本預期耶穌的回答指向他分別出來的生活和智慧的教導，耶穌反而指向他對

別人愛的服事： 

「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

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308 

概覽耶穌的神蹟說明耶穌對他人完全的愛，一位羅馬的百夫長請耶穌醫治他的僕人，大多數的猶

太拉比會拒絕他的請求。耶穌不僅醫治這位僕人，他讚賞這位外邦人的信心。309 

即使耶穌的神蹟帶來敵對，他的行動出於愛。有一位跛腳的婦女來找耶穌，耶穌在安息日醫治她。

雖然律法書沒有禁止這樣的醫治，法利賽人卻不允許安息日治病。因為愛，耶穌承擔惹怒宗教領

袖的風險。310 

 
304 創三 5（現中修訂版） 
305 創十一 4 
306 撒上八 5 
307 路七 19。 
308 路七 22 

309 太八 5-13。 

310 路十三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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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甚至愛那些因自己的罪行而受苦的人，耶穌對過著不道德的生活方式的撒馬利亞婦女彰顯愛
311。耶穌保護這位行淫時被抓的婦女，他沒有否認她的罪，他吩咐這位婦女：「去吧，從此不要

再犯罪了！」312耶穌知道聖潔要求遠離罪惡，但他也知道完全的愛比罪的權勢更強大。 

就在耶穌死前的幾個小時，他展現對他人的愛。大祭司的僕人馬勒古伴隨他的主人到客西馬尼園

逮捕耶穌，當彼得削掉馬勒古的耳朵，耶穌斥責彼得並醫治馬勒古的耳朵，313耶穌彰顯何謂愛你

的仇敵。 

當耶穌掛在十字架上時，一位強盜懇求施予憐憫。這位強盜罪有應得，他是殘暴的罪犯。耶穌不

是為自己的罪受苦，而是為他人的罪，耶穌應許憐憫這位奄奄一息的強盜。314儘管在極大的痛苦

中，耶穌愛那個似乎不值得愛的人。 

 耶穌教導他的跟隨者要完全地愛別人 

耶穌教導跟隨者何謂完全的愛，耶穌表明完全的愛是天國的生活標準。 

耶穌在山上寶訓教導完全的愛315，「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的命令是山上寶訓

的核心。這個命令遵循一系列愛他人的典範，「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就是過

著對他人有專一的愛的生活。 

假如聖潔不過是遠離外在的罪惡，法利賽人就是最聖潔的人，他們被稱為「分別出來的人」。耶

穌要求的不只是法利賽人的有所分別，「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

國」。316 

對比法利賽人虛假的公義，耶穌表明他的國度的國民是心中有愛的人。外在的行為沒有和內在的

聖潔相稱就是假冒為善，而非聖潔，我們必須有聖潔的心和聖潔的手。 

有完全的愛的人超越順服「不可殺人」的命令，愛尋求與被冒犯的弟兄和好。有完全的愛的人超

越順服「不可姦淫」的命令，愛甚至拒絕看婦女以滿足自私的慾望。 

 
311

  約四  
312

  約八 11 
313

 
 
太廿六 50-52 

314 
 路廿三 39-43 

315 
 太五-七 

316
 
 
太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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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全的愛的人不會尋找離婚的藉口，他對妻子的愛足以尋求她最好的益處。有完全的愛的人說

實話毫無漏洞，有完全的愛的人不會尋求報復。 

耶穌作出結論：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317 

效法神的愛就是愛你的仇敵，耶穌沒有降低聖潔的要求，而是提高，「你們的義必須超越」文士

和法利賽人外在的義。318單是滿足外在的行為，神反而改變人的心。當你效法神的愛時，你就是

「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耶穌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教導完全的愛。319有一位律法師問耶穌： 「夫子！我該做甚麼才可

以承受永生？」耶穌答： 「律法上寫的是甚麼？」律法師知道正確的答案： 「你要盡心、盡性、

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這位律法師不想面對愛的要求，他尋找藉口以逃避必須將教義付諸行動。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

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耶穌以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回答。 

耶穌教導我們有責任以行動愛鄰舍，而不只是言語。就像好撒馬利亞人，有完全的愛的基督徒尋

求服事他人的機會-甚至是服事敵人。假如我們愛鄰舍，就會尋求服事的機會。雅各問：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

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320 

完全的愛能在行動中看見，而不只是在言語中。聖潔的人會如耶穌一 般地愛，完全的愛就是犧

牲的愛。 

 
317

 太五 44-45 
318

 太五 20 
319

 路十 25-37 
320

 雅二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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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透過洗門徒的腳教導完全的愛。321耶穌被捕那夜，他教導有關完全的愛其中一個非凡的功課。

當他們吃逾越節的晚餐時，門徒開始爭辯他們當中誰最大。 

耶穌回答：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人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

間如同服事人的。」322然後他拿毛巾開始洗門徒的腳，洗腳是僕人的工作，耶穌蹲下並洗房間內

每個人的腳，甚至是猶大的腳。 

當耶穌洗完每個人的腳後，他問：「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他想要教導這些尋求地位

的門徒重要的一課：  

        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

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323 

在與他的門徒相處的最後時刻，耶穌教導完全的愛是謙卑。完全的愛不尋求地位，完全的愛尋求

服事的機會，聖潔就是完全的愛。 

活出完全的愛 

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324許多人的反應是：「沒有人是完美的！」

但是我們不能漠視耶穌對於「要完全」的命令，耶穌的意思是什麼呢？平凡的基督徒可能遵守耶

穌的命令嗎？ 

 何謂「要完全」？ 

兩件事情幫助我們了解耶穌的意思，第一，查看馬太福音五章 48 節「完全」的希臘文定義。

Teleios 的意思是「完整」，這個字來自一個名詞，意思是目標或目的，「要完全」就是指達到目

標。 

舊約顯明完全的人對神有專一的心，這個想法一直延續至新約。神對祂子民的目標是「完全的

愛」，愛來自專一的心。我們可能靠著自己的力量達到毫無缺點的表現嗎？ 不可能。完全專一

地愛神是可能的嗎？耶穌說：「是的」。 

 
321

 約十三 1-20 
322 路廿二 27 
323 約十三 13-15 
324 太五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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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查看馬太福音五章 48 節的上下文。其前後的經文表明完全是以完全的愛來愛神和愛鄰舍，

過著愛神和愛我們的鄰舍的生活就是耶穌命令的總綱。 

「因此你們要完全」的命令遵循馬太福音五章 21-47 節愛我們鄰舍的典範，聖潔的人不會殺人、

姦淫、離婚、毀約及報復，他們反而活在愛中。這些命令的最後一條是「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

迫你們的禱告。」325 聖潔的人愛那些要傷害他們的人，完全意謂效法神的愛。 

緊接著這條命令，耶穌在馬太福音六章 1-18 節提出何謂真正愛神的範例。假冒為善的人施捨窮

人為了得到人的尊榮，完全愛神的人施捨為了讓「暗中查看的父」看見。 

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完全愛神的人「進你的內屋，

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假冒為善的人禁食是為了讓別人另眼相看，他們「把臉弄得難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完全愛神的人禁食只為了「叫你暗中的父看見」。 

保羅吩咐在歌羅西的信徒要過聖潔的生活，他這樣形容愛及寬恕的生活： 

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

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326   

這份清單的高峰是愛，「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327完全就是「穿

上愛」，當耶穌說：「要完全」，他命令我們為神和為我們的鄰舍「穿上」愛，完全的愛來自專

一的心。 

 

 

 

 

 

 

 
325 太五 44 
326 西三 12-13 
327 西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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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的愛有多完全呢？ 

在一般的用法中，有時我們會用「完全」這個詞彙表達絕對的意思，我們用「完

全」說明某件事情不能再改善或增進。假如我們認為「完全」是成就的絕對層

次，我們就會用行為度量聖潔。就像法利賽人，我們會視聖潔為一把量尺。 

許多人採用這個方法度量聖潔的生活，就像法利賽人，他們有一張核對表。假如每個項目都打勾，

他們就是「完全的」。 

□ 我遵守誡命嗎？ 

□ 我的衣著合宜嗎？ 

□ 我說正確的話嗎？ 

在聖經中，「完全」這個詞彙並不是絕對，它沒有否定進一步的成長。約伯「完全正直」，328但

他透過所承受的經歷增進他與神的關係。 

在聖經中，「完全」的意思是在每個成長階段都是「完整」。希伯來書的作者寫信給在他們成長

階段並不完全的基督徒，他們無法達到靈命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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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

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329 

希伯來書的作者並非暗示成熟（或完全）的信徒不再需要屬靈的食物！他是把這些信徒推向成熟，

好讓他們可以吃適合他們屬靈年紀的屬靈食物。完全是在基督徒經歷的階段有適當的成熟度，完

全意謂我們是完整完善，乃是神定意我們成為的樣式。 

聖經對完全的圖像是圓形，而不是量尺。圓形是完全的，不能再更圓了，然而完全的圓形可以變

得更大；完全的圓形可以成長與擴大。它是完全的，但仍持續在成長。 

 
328 伯一 1 
329 希五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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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人對神和鄰舍充滿完全的愛，當我們成熟時，對愛的能力會增加，圓形擴大了。當我們成

熟時，我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330在成長的每個階段，神說「這個人以完

全的愛來愛我，他們是聖潔的。」 

一個與神同行 40 年的人會比與神同行一年的人，更了解如

何愛他們的鄰舍，但兩個人都能夠以專一的心愛他們的鄰

舍，都可以表現完全的愛。  

一個五歲的孩子為她的父親畫圖時，父親說：「謝謝妳！

真是完美！」他不是說她的藝術作品登峰造極。同樣的這

個孩子 15 歲時，她會畫出好得太多的圖畫。 

「真是完美！」的意思是這張圖畫出自有愛的心，這張畫適合她的成熟階段。 

完全的愛不是表現的標準，完全的愛是專心一意地愛神和愛他人。完全的愛是遵循耶穌的典範，

耶穌降世是要啟示每日生活中完全的愛。 

 平凡的信徒可能有完全的愛嗎？ 

17 世紀的清教徒陳述一個聖經翻譯的重要原則，他們說聖經的命令是「被遮蔽的應許」，意思

是說命令是偽裝的應許。聖經的命令暗指聖經的應許，若神命令某件事，祂會讓順服成為可能。

無論神對祂子民的要求為何，祂會成就在他們身上。 

 
330 腓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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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在地上的父親對兒子下達不可能的命令，「兒子，若你想讓我高興，你必須在兩分鐘內跑一

英哩（1.6 公里）。」這個兒子可能嘗試達成這個目標一段時間，但父親的期待是不可能做到的

事。最後兒子會變得灰心，甚至產生苦毒，這是一位好父親嗎？當然不是。 

神是一位好父親，祂沒有以不可能的命令使祂的兒女感到挫敗。當耶穌命令我們「要完全，就如

天父完全一樣」，祂賜與我們力量順服祂的命令。 

登山寶訓說明天國的生活，這不是比舊律法帶來更多束縛的新律法。它不是一套無法達到的理想，

讓我們知道離神的要求多遠，它是神國中每日生活的圖像。聖經中沒有任何一處提到耶穌說：

「這是我的命令，但你們無法順服！」耶穌反而說：「這是你要成為的人」。 

假如我們透過人的能力的眼睛看耶穌的命令，的確是不可能。以人的能力來看，我們無法實現神

完全的命令。以人的能力來看，我們無法「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但是倚靠神的能

力，我們能順服神的命令，透過神的恩典，完全的愛是可能的。 

一位年輕人問： 「老師，我該做甚麼善事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呢？」耶穌列出誡命回答他的

問題：「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要孝敬父母；要愛鄰人，像愛自

己一樣。」331 

年輕人說： 「這一切誡命我都遵守了」，耶穌加上另一條誡命。「如果你要達到更完全的地步，

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你就會有財富積存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完全意謂愛

耶穌勝過愛財富。 

這個年輕人「垂頭喪氣地走開了，因為他非常富有。」富有的年輕人沒有以完全的愛來愛他的鄰

舍，他不想賣掉產業施捨窮人。他沒有以完全的愛來愛神，他不想離開家跟隨耶穌。這個年輕人

沒有全心全意，他想要神，但也想要他的「富有家業」。 

當他們看到門徒訓練的要求時，門徒「十分驚訝」，他們問：「這樣說來，有誰能得救呢？」

「完全對於平凡的信徒是可能的嗎？」耶穌的反應回答這個問題，耶穌說：「在人有所不能，但

在神凡事都能。」 

以人的能力來看，對神和對鄰舍有完全的愛是不可能的，但「在神凡事都能。」慈愛的父親不會

以無法實現的命令使兒女洩氣，聖經的命令伴隨著順服命令的恩典。「要完全，就如天父完全一

 
331太十九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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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不是律法的棍子，要把基督徒逼到絕望的地步。它是恩典的應許，神能夠在我們身上成就我

們永遠無法靠自己成就的事。 

順服耶穌「要完全」的命令是可能嗎？根據登山寶訓，答案是快樂的「是！」在神的國度裡，完

全是擁有完全的愛的心。在神的國度裡，完全是專心一意地愛神和愛鄰舍，這是可能的嗎？根據

耶穌的說法，完全的愛既是可能也是必需，完全的愛是神對祂子民的旨意。 

聖潔操練： 愛如何實現律法呢？ 

小黃說：「我盡心愛神，我也愛大部分的人。」但是我無法愛黑人，我認為所有的黑人很懶惰。 

小黃的朋友回答：「但是基督徒要愛所有的人！基督徒不能對人判斷不公。」小黃回答：「我想

神對這種小事不感興趣，避開和我們不同的人不是很正常嗎？」 

神說：「聖潔的人以憐憫及恩慈對待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假如你真的依據聖經實現神國的律法「愛人如己」，那麼你表現良好。但是你如果偏袒就

是犯罪，法律判定你是犯法者332。 

度量你品格的方法之一，就是你如何對待那些無法回報你的人。某個地位的人以金錢、工作或權

威獎賞你，你很容易對他們表現尊重和敬意。愛尊榮那些無法回報我們的人，諸如窮人、老人、

兒童或沒有地位的人。「神國律法」中的愛影響我們如何對待所有的人，愛實現律法。 

 愛實現律法 

「完全的愛」的主題是聖潔的生活的核心信息，在第七課，我們看見對神的愛不只是情緒，對神

的愛改變我們整個生活的焦點。現在我們想要討神的喜悅勝過取悅自己，同樣地，愛鄰舍讓我們

的焦點從自我轉移至他人。 

保羅寫給羅馬教會的一段話：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姦

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333 

 
332 雅二 8-9 
333 羅十三 8-10 



 

123    

每位基督徒都欠愛的債，保羅保證假如我們履行愛的義務，我們就完成其他律法的義務。假如我

們愛他人，就不會姦淫、殺人、偷盜或貪婪等等。當我愛鄰舍如同自己，就是完成律法的義務。 

在羅馬書結尾那幾章，保羅說明愛如何實現律法。那些被神的愛充滿的人： 

o 服事基督的肢體而不是自己 （羅馬書十二 3-5） 

o 厭棄邪惡，持守良善（羅馬書十二 9） 

o 竭誠互相敬重（羅馬書十二 10） 

o 照應彼此的需求（羅馬書十二 13） 

o 彼此和睦相處，甚至與敵人和睦相處（羅馬書十二 14-21） 

o 服從在上的權柄（羅馬書十三 13：1-7）  

o 尊重其他信徒的信念（羅馬書十四 1-23） 

o 服事鄰舍的需要，猶如基督一樣（羅馬書十五 1-3） 

對神的愛改變我們心的方向，由自我轉向神。對鄰舍的愛改變我們心的方向，由自我轉向他人，

愛神及愛人都是成為聖潔的人的意義。 

約翰•衛斯理總結「基督徒的完全」的意義： 

愛是神最崇高的禮物，與愛相比，謙卑、溫柔和忍耐的愛，各樣異象、啟示或恩賜都不算

什麼。宗教沒有更崇高的事物，若你尋找的是更多的愛，你就會漫無邊際，離屬神的道路

越來越遠。 

當你問別人：「你是否有得到這個或那個祝福？」假如你的意思是指更多的愛，你就表錯

意；你正引導他們偏離方向，誤導他們。所以要立定心志，從神拯救你脫離所有的罪的那

時刻起，你別無其他的目標，而是獲得更多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所描述的愛，你無法達到比

這個更崇高的境界。334 

  

 
334 改編 John Wesley,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Kansas City: Beacon Hill Press, 196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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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們基督徒的鄰舍 

兩個方面會說明完全的愛與其他基督徒的關係看起來如何。 

o 愛尊重其他基督徒的信念 

在寫給哥林多基督徒的信中，保羅提出基督徒自由的議題。我應該如何回應另一個因為我的自由，

靈命可能受傷的信徒呢？保羅寫給「剛強」的基督徒，他們說：「我們知道偶像根本沒什麼，吃

獻祭給偶像的食物對我們毫無意義。」保羅回答： 

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的，在

偶像的廟裏坐席，這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嗎？因此，基督為他

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335 

保羅有生之年會放棄吃肉，他不願導致比較軟弱的基督徒弟兄跌倒。完全的愛意謂比起關心自己

的權利，他更關心另一個基督徒弟兄的得救。稍後保羅說： 「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

隔。」。336 

哥林多人說：「我們有自由能做想做的事，不須要考慮另一個信徒的需要」。保羅說：「我有自

由去服事其他信徒的需要，我不受自己的慾望及權利的綑綁，我有自由去愛他人。」這就是神要

賜給每一位基督徒的完全的愛。 

& 閱讀羅馬書十四章 

在羅馬的教會，有「軟弱」的基督徒只吃蔬菜。這些可能是繼續遵守猶太教的食物律法的猶太的

基督徒，他們不想冒險吃不潔淨的食物。也有具備比較多知識的「剛強」的基督徒，他們清楚食

物的律法不再約束基督徒。 

保羅讓每一個團體看到何謂效法基督的愛，「軟弱」的基督徒不可論斷吃肉的基督徒，愛是不論

斷。 

 
335 林前八 10-13 
336 林前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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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剛強」的基督徒不可輕看軟弱的基督徒，行使自由的方式不可敗壞軟弱基督徒的信心。為

了避免摧毀比較軟弱的信徒的信心，剛強的基督徒反而會放棄自己的權利。 為什麼？為了愛的

緣故：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經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

叫他敗壞。337 

這就是何謂愛你的基督徒鄰舍，我們要效法基督的愛。基督為了這位比較軟弱的弟兄死，猶如保

羅所說，我們當然可以放棄吃肉的權利。 

�討論真誠又敬虔的信徒在哪方面與人不同，這些不是聖經清楚教導的範疇，這些是不同

信念的範疇，運用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的原則討論這個議題。「軟弱」和「剛強」的基督

徒應該如何表達這個範疇呢﹖。 

o 愛關懷落入罪中的基督徒 

琴恩是一位基督徒，她在商業交易中被教會的會友欺騙。伊凡賣一台有嚴重機械問題的二手車給

琴恩，他騙琴恩說：「修車師傅已經檢查過這輛車，車況很好，你可以信任我，我是基督徒。」 

購買車子兩天之後，琴恩獲悉車子的變速器很糟，而且伊凡明知這個問題。 

� 琴恩應該怎麼做呢？ 

你回答 「琴恩應該警告大家，伊凡是個不講信用的人」嗎？ 

你回答 「琴恩應該不要提起這件事，以免惹惱基督徒」嗎？ 

讓我們來看耶穌的答案，閱讀馬太福音十八章 15-17節。 

耶穌以四個步驟說明，如何以完全的愛對待落入罪中的基督徒。請了解這是關於罪惡行為的例子，

耶穌不是在表達個人的意見差異。耶穌沒有說： 「去介入他人的問題」，耶穌是在提出基督徒

弟兄得罪另一位基督徒的情況。審視這些步驟： 

1) 我必須單獨去找那位弟兄 

完全的愛「不喜歡不義」338，它不是尋找機會公開錯誤。有愛的人反而嘗試以安靜和私下的方式

提出問題，有愛的人對待弟兄「偶然犯了過錯…用溫柔的心。」339目標是挽回弟兄，不是報復。

假如沒有悔改… 

 
337 羅十四 15 
338 林前十三 6 
339 加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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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必須找一或兩位屬靈領袖做見證人 

再提醒一次，目標是挽回。這些見證人應該是屬靈的教會領袖，他們能夠提出好的勸告並帶來恢

復。340假如沒有悔改… 

 3）我必須把罪帶到教會團契 

目標仍然是挽回，不是報復或公開羞辱，教會紀律的目標必須是帶來悔改並挽回弟兄。假如這個

人叛逆並拒絕悔改… 

3) 教會必須管教犯罪的會友 

哥林多教會有一位會友犯下駭人聽聞的性方面的罪，保羅命令教會要管教這個人。「要從你們當

中把那邪惡的人清除！」341我們不能忽略基督肢體中的罪。 

然而，請注意耶穌的話，對待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342基督徒應如何對待外邦人和稅吏呢？

以愛對待，即使在這裡，目標是挽回。在哥林多後書，保羅提出信徒被教會管教並悔改的情況，

保羅說： 

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也就夠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

了。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343 

在哥林多前書，教會容忍公開的罪，不想管教罪人。保羅提醒他們，對神的愛要求管教那些得罪

基督肢體的人。 

在哥林多後書，教會管教犯罪的人，但是當這個人悔改，教會並不想寬恕他！保羅提醒他們，對

鄰舍的愛要求寬恕那些悔改的人。 

教會紀律的目標必須永遠是悔改及挽回，完全的愛不尋求報復。 

 

 
340 加六 1 
341 林前五 13 
342 太十八 17 
343 林後二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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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不信主的鄰舍 

我們如何向不信者展現完全的愛，特別是那些因我們是基督徒而恨我們的人呢﹖耶穌說： 

你們又聽過這樣的教訓說：愛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敵。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

並且為迫害你們的人禱告。這樣，你們才可以作天父的兒女。344 

當你愛那些逼迫你的人，你就是「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完全。」聖潔的人效法天父的愛，這就是完

全的意義。 

聖潔的人「向別人展現愛，不只向基督徒，也向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以及那些

從事犯罪行為的人。」我們要以恩慈、溫柔、耐心及謙卑對待那些反對我們的人，神禁止挑起紛

爭、報復、威脅或使用暴力作為解決個人糾紛或伸張個人正義的方法。雖然神命令我們要恨惡有

罪的行為，我們要愛任何從事這種行為的人，並為他禱告。345 

基督徒一直生活在敵對福音的世界，保羅呼籲羅馬的基督徒要尊敬在上有權利的人，並要納稅給

殺害基督徒的政府，這個政府不久會殺害保羅。 

彼得命令基督徒要「尊重每一個人；愛弟兄；敬畏神；尊榮君王。」346 再強調一次，這是一位邪

惡的皇帝，他很快會處決彼得，但是彼得決定基督徒必須愛敵人。透過甚至愛仇敵，我們見證福

音的真理，「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347 

約書亞是一位在北奈及利亞服事的牧師，他是奈及利亞人，基督徒在這裡遭受伊斯蘭教的激進份

猛烈的攻擊。這些士兵焚燒教堂、屠殺基督徒，並綁架年輕的女孩賣為奴隸。我上次拜訪奈及利

亞時，約書亞給我看他的教會會友被伊斯蘭暴徒殺害的照片。 

然後約書亞給我看他的教會對這些攻擊的回應的照片，他們在穆斯林的村莊蓋一間學校，挖井提

供村民安全的飲用水，供應輪椅給患有小兒麻痺的穆斯林病人，現在正在替他們蓋診所，這些基

督徒對他們的敵人表現愛心。 

 
344 太五 43-45 
345 資料來自 From Discipline of the Bible Methodist Connection of Churches, 2014. 
346 彼前二 17 
347 彼前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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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牧師說：「許多穆斯林因為從基督徒身上看見神的愛，所以歸向基督。」我們不是藉由槍

枝及報復贏得這些穆斯林，而是活出馬太福音五章 43-48 節的教導。」這就是在現今的世界活出

完全的愛的成果。 

� 在你所處的世界中，愛不信主的鄰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列出一些實際的步驟，說

明如何在你的社區愛不信者。 

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寫一則短篇故事，說明何謂活出完全的愛的生命。馬汀是個深愛神的貧窮鞋

匠348，有一天晚上馬汀在讀聖經時睡著了，他夢見耶穌說：「明天，我會拜訪你的店。」 

隔天，馬汀引頸期盼耶穌的到來。其他人來他的鞋店，但是耶穌沒有來。有一位年邁的士兵站在

寒風中顫抖，馬汀邀請他進到店裡喝熱茶。有一位貧窮的婦女經過鞋店，她試著讓她的嬰孩溫暖，

馬汀立刻端熱湯給她喝並拿毯子給嬰孩。後來，馬汀替一位飢餓的青少年購買食物。 

馬汀對耶穌沒有來感到失望，但是他說：「那只是一場夢，我真傻，竟然認為耶穌會來一間鞋

店。」 

那天夜晚，馬汀在讀聖經時又睡著了，他夢見他看到那些站在鞋店外面的人。老兵說：「馬汀，

你認得我嗎？我是耶穌！」帶著嬰孩的婦女說：「馬汀，我是耶穌。」飢餓的青少年說： 「我

是耶穌。」馬汀從夢中醒來，他開始讀聖經：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

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

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349 

在第二世紀，有一群基督徒被稱作「賭徒」，因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照顧那些因傳染病而命在旦

夕的病人。這些賭徒探望囚犯、照顧病人，以及解救棄嬰，他們展現完全的愛。 

西元 252年迦太基爆發瘟疫，醫生拒絕探視病患，家人把死者的屍體丟到街上，整個城市亂成一

團。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把會友召聚一堂，他提醒會友基督徒受呼召成為有完全的愛的人。迦太

基的基督徒埋葬死者，照顧病人，拯救城市免於滅亡的命運。他們是有完全的愛的人，他們「完

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樣。 

 
348 Leo Tolstoy, “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 Also.” 
349 太廿五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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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找到祕訣…… 

以斯帖 安 金（Esther Ahn Kim）
350 

以斯帖是韓國的音樂老師，當時是日本在 1937 年開始統

治朝鮮的時期，日本人要求每一位國民要向南山的太陽

女神廟跪拜。1939 年以斯帖被命令向神廟跪拜，拒絕跪

拜的懲罰就是被關監牢和刑求。 

有些基督徒決定「從外面看來我們向神廟跪拜，但我們在內心會敬拜基督。」以斯帖下定決心，

她不能向假神跪拜，她專心一意地愛神，那一天她拒絕跪拜。 

1939 年末期，經過數個月的躲藏，以斯帖被捕。她已經利用那幾個月準備進入牢獄，她禁食禱

告、背誦聖經，預備她的心志和身體以承受苦難。 

她在牢獄中度過六年，多次受盡折磨，因為她愛神，所以她依舊對神信實，但是她知道她也受呼

召要愛鄰舍。在獄中，以斯帖開始每天早晨禱告：「主啊，今天祢要透過我愛誰呢？」有一次她

把自己幾天的食物配額給一位因謀殺丈夫被判死刑的婦女，透過以斯帖的愛，這位婦女在死前信

主。 

以斯帖經歷基壽牧（Thomas Chisholm）在詩歌中所尋求的： 「我深願像你…遇苦待辱罵，能逆

來順受，寧自受痛苦，使人得救。」 

主, 我願像祢 

基壽牧 

榮耀的救主，我深願像你，這是我禱告，我

的盼望； 

我甘願捨棄世上的財寶，披戴主基督完美形

象。 

主，我願像你，有憐憫心腸，溫柔和寬恕，

慈愛善良；幫助孤苦者，鼓勵灰心者，領人

歸基督，尋找亡羊。 

 

 
350 Adapted from Esther Ahn Kim, If I Perish (Chicago: Moody Press, 1977). 

主，我願像你，謙遜俯就人，忍耐且勇敢，

聖潔柔順； 

遇苦待辱罵，能逆來順受，寧自受痛苦，使

人得救。 

主，我願像你，主，我願像你，榮耀的救

主，像你純潔；願你的甘甜，願你的豐盛，

願你的聖形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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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概要 

ü  耶穌時代的人相信舊約關於聖潔的教導，然而他們無法根據神為聖潔的子民設立的模式生活。 

ü  在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命看見聖潔的完美典範，他遵循舊約每一個聖潔的原則。 

ü 以完全的愛來愛鄰舍就是效法耶穌的愛-犧牲和謙卑的愛。 

ü 完全是完整的意思，完全不是指沒有進一步的成長。 

ü 命令是「偽裝的應許」，神所命令的，他使之成為可能。聖潔不是藉由人的力量完成，而是

神的恩典。 

ü 愛實現律法，當我們以神對我們的呼召去愛，就能達到律法的要求。 

作業 

1) 準備一篇名為「愛你二十一世紀的敵人」的講道，使用馬太福音五章 43-48節作為經文，講解

何謂在我們的世界愛你的敵人。務必在講道中納入福音（好消息），說明神透過基督所成就

的事，讓愛你的敵人成為可能。 

2）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每位學生都要引用馬太福音五章 43-4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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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聖潔的生命是活在聖靈的充滿中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時，學生應： 

(1) 認清五旬節帶給初代教會的改變。 

(2) 認清聖靈現今改變信徒的能力。 

(3) 在日常生活中看見聖靈的果子，那是聖靈充滿的生命特質。 

(4) 背誦加拉太書五章 22-25節。 

彼得：絆腳石成為磐石 

耶穌問他的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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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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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這是彼得

生命中最輝煌的其中一天。 

不久之後，耶穌告訴他的門徒他將死在耶路撒冷。當彼得駁斥他時，耶穌回答：「撒但，退我後

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352「絆腳」一詞代表的是「絆腳石」。

耶穌一開始稱彼得為「磐石」；現在卻叫他是「絆腳石」，這

是彼得生命中黑暗的一天。 

彼得的故事在耶穌被捕的那夜甚至變得更黑暗，在發誓永遠不

會撇棄他的主人之後，彼得否認耶穌並因懼怕而逃走，「磐

石」在試驗的時刻失敗了。 

在那樣的失敗之後，一個閱讀福音書的人或許認為彼得在教會

裡永遠不會有一席之地。令我們訝異的是，彼得成為初代教會

的領袖。是什麼帶來如此戲劇性的改變呢？答案是五旬節。 

在耶穌復活之後，他應許門徒：「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351 太十六 15-18 
352 太十六 23 

祈求聖潔的禱文 

向我吹氣，聖靈！ 

讓我能思想何為聖潔。 

 

牽動我，聖靈！ 

讓我能行出何為聖潔。 

 

吸引我，聖靈！ 

讓我能喜愛何為聖潔。 

 

堅固我，聖靈！ 

讓我能捍衛何為聖潔。 

 

保守我，聖靈！ 

讓我能持守何為聖潔。 

 

希波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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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353 這個應許在使徒行傳二章應驗，門徒被聖靈充滿並開始講道。藉著

聖靈的能力，三千人在第一個五旬節信主。 

彼得被五旬節改變，絆腳石成為在最初關鍵時期帶領教會的磐石。西門．彼得在羅馬帝國四處傳

福音，他寫下新約聖經中兩卷書信，最終為信仰被釘十字架。 

是什麼帶來這樣的改變呢？透過聖靈改變的能力，一個加利利的漁夫成為第一世紀教會的領袖，

彼得學習成為聖潔代表活在聖靈的充滿中。 

�要求你班上的成員見證聖靈在他們生命中的改變。聖靈如何賜與你基督徒生命中服事、

勝過罪和喜樂的能力呢？ 

聖靈和五旬節 

彼得不是唯一在五旬節被改變的門徒，每一個門徒都被聖靈改變。多疑的多馬成為忠心的宣教士，

「雷子」成為「愛的使徒」。耶穌的跟隨者從驚恐的門徒被改變為福音的強大力量，使徒行傳證

明聖靈對這些初代信徒的影響。初代教會並非因為使徒非凡的恩賜有果效，而是因為聖靈非凡的

能力，門徒學習聖潔的生命是活在聖靈的充滿中。 

 應許聖靈 

確實，這是使徒曾聽耶穌說過最令人驚訝的事情之一：「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

的。」354 這些門徒拋下所有來跟隨耶穌，想像他們的驚訝，當耶穌說：「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

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最後的晚餐時，耶穌解釋聖靈將如何給予信徒幫助。聖靈將會： 

• 是一位幫助者（約翰福音十四 16-17） 

• 是一位導師（約翰福音十四 26） 

• 神兒子的見證人（約翰福音十五 26） 

• 定罪世界（約翰福音十六 7-11） 

• 彰顯所有的真理（約翰福音十六 13-15） 

 
353 徒一 8 
354 約十六 7 



 

133    

 

復活之後，耶穌重申他差派聖靈的應許：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

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但聖靈降臨在

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355  

耶穌在地上的事奉並未在十字架上、空墳墓裡甚至升天時結束，耶穌的事奉在五旬節時完成。辨

識耶穌事工的記號是他「要用聖靈和火給你們施洗」，356 聖靈的恩賜是耶穌地上事工的高潮。 

 領受聖靈 

在使徒行傳中，聖靈賜給教會事奉的能力。在五旬節，幫助者的應許實現。五旬節後，聖靈持續

在教會中顯現，伴隨聖靈降臨的記號說明祂對信徒的事奉。 

首先，「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357 這顯示聖靈降臨的能力，在使徒行傳中，

我們看見聖靈的能力透過信徒運行。五旬節後，教會用新的能力和果效事奉。聖靈在五旬節之前

就已經活躍在世界，358 但五旬節之後，聖靈的能力經常在教會的事工顯現。 

第二，「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359在聖經中，火焰代表純潔，聖

靈的記號是純潔的心。彼得向耶路撒冷會議見證神在外邦人當中的工作：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又藉著信潔淨了他們      

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360  

第三，那些人在馬可樓上「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361 這件事裝備門徒向列國做

見證，透過聖靈的能力，門徒能夠完成基督的大使命。在巴別塔，神藉著混亂人們的語言審判罪。

在五旬節，神允許每個傾聽者以「他自己的語言」聆聽福音。在五旬節，神開始翻轉罪所產生的

分裂的影響。五旬節的語言象徵神應許，透過聖靈的能力在教會作工，福音將遍傳列國和萬民。 

 
355 徒一 4-8 
356 路三 16 
357 徒二 2 
358 舊約聖經中聖靈工作的例子包含：創一 2；創六 3；出卅一   3；民十一 25-29；士 3 三 10；六 34；十三 25；撒上

十 6-10；代下廿八 12；尼九 20；賽六十三 10-14；亞四 6-9。 
359 徒二 3 
360 徒十五 8-9 
361 徒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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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時，門徒終於明白當耶穌說：「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所指的意思。聖靈不是取代耶穌

「次好的代替品」，道成肉身的耶穌只能夠在一個地方顯現的時候，聖靈卻能夠到處顯現。聖靈

賜給門徒能力完成耶穌的大使命，聖靈賜給基督徒能力活出得以向全世界見證的聖潔生活。   

初代教會的聖潔：聖靈充滿的生命 

使徒行傳顯明聖靈在每一個信徒生命中的工作，因著聖靈，基督徒有能力作見證362、有勇氣面臨

對抗363 、勝過任意的罪，364 擁有事奉的屬靈恩賜365。初代信徒之所以聖潔，因為他們活在聖靈的

充滿中。 

使徒行傳顯明初代教會實現耶穌使萬民成為門徒的呼召，他的呼召是「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

一樣」，他的應許是「『你們』要做比這更大的事。」這是聖靈的能力所成就，使徒行傳證明在

這些初代信徒生命中聖靈同在的結果。 

 事奉的能力 

正如耶穌在面對撒旦時「被聖靈充滿」366 ，彼得在面對猶太當局時也「被聖靈充滿」。367 路加描

述彼得的生命和他使用來描述耶穌生命的詞句相同，耶穌早期生命中可見的聖靈的工作是現今所

有信徒的特權。 

在五旬節當天，教會增加的信徒人數比耶穌基督在地上整個事奉期間更多。藉著聖靈， 門徒帶

著能力和權柄事奉。神奇的醫治向不信的世界彰顯神的能力，人們「滿心希奇、驚訝」並「完全

地驚奇」。368當使徒在聖靈的充滿中事奉時，他們的事工突顯神聖的能力。藉著聖靈的能力，使

徒能夠完成耶穌「使萬民作門徒」的使命。369 

 

 

 
362 徒一 8 
363 徒四 31 
364 羅八 2 
365 徒二  17-18；林前十二 7-11 
366 路四 1 
367 徒四 8 
368 徒三 10-11 
369 太廿八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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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的膽量 

使徒大膽無畏地宣講福音，聖靈改變的能力在使徒行傳中清楚可見。稍早不過數個月前，在耶穌

被捕現場曾逃跑的門徒現在卻放膽講道。  

五旬節過後不久，宗教領袖逮捕彼得和約翰。只不過數週前，彼得曾否

認基督。現在，「彼得被聖靈充滿」放膽講道，宗教領袖對這些「未受

教育的平民」的言語感到「驚訝」。370  

藉著聖靈的充滿，使徒帶著能力和恩膏放膽講道。從一群膽怯害怕的漁夫、稅吏和普通勞工，使

徒已經成為「翻轉世界」的人。371 

使徒面對迫害是大膽無懼的，當面臨敵對勢力時，使徒不是為了從迫害中釋放禱告，而是為了無

視迫害放膽宣講基督。「現在求主鑒察他們的恐嚇，允許祢的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神回

應他們的禱告。「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372  

聖靈在教會運行確定無誤的記號乃是，面臨敵對勢力時放膽宣講福音。到第一世紀末時，福音已

經從馬可樓上 120 人廣傳至羅馬帝國城市的每個角落。 

 得勝的生活 

在每一個世代，基督徒面對「禮拜天基督徒」的試探–人們參加教會聚會，但他們的生命並沒有

呈現長久深遠的改變，初代教會藉著聖靈的能力在生活的所有層面被改變。 

在舊約聖經中，我們看見人想要持守約的掙扎，但他們發現無法遵守，因為他們的心無法專一。

詩篇作者描述以色列人：「因他們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約上也不忠心。」373 

透過以西結，神應許祂的百姓將會被改變的日子。 

 
370 徒四 2-13 
371 徒十七 6 
372 徒四 29-31 
373 詩七十八 37 

 
「我們不是被聖靈充滿而

做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

讓神透過我們工作。」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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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

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374 

五旬節前，門徒遵循以色列後裔相同的模式。他們想要跟隨基督，但他們不斷地失敗。他們懷疑、

他們為地位爭競，他們在懼怕中逃跑。五旬節時，以西結的應許實現。門徒藉著聖靈得著能力，

過著得勝的生活。他們不是心志不專的順服，反而行走在喜樂順服神律法的道路。藉著聖靈，得

勝的生活成為神子民的準則。 

 事奉的引導 

五旬節前，野心和恐懼控制著門徒，他們嘗試事奉耶穌的努力受限於他們個人的失敗。五旬節後，

聖靈引導使徒達到有果效的事奉。 

聖靈在困難的決定中引導教會，這些決定影響猶太人和外邦基督徒之間的關係。375聖靈帶領教會

領袖的選擇376，聖靈帶領保羅到馬其頓。377 儘管有被逮捕的危險，聖靈帶領保羅回到耶路撒冷，

378 初代教會的事工都是由聖靈帶領。  

 合一 

也許初代教會聖靈的工作最受矚目的證據就是信徒當中的合一，在大祭司的禱告中，耶穌為教會

的合一禱告。他禱告：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

合而 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379  

 
374 結卅六 26-27 
375 徒十-十一；十五 
376 徒十三 2-3 
377 徒十六 6-10 
378 徒十九 21；廿 22-23 
379 約十七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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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禱告在五旬節時得到應允，使徒行傳二章 42 節顯明教會生活中的合一：對使徒教導的委

身、團契、慶祝主的晚餐和禱告。這樣的合一在教會中互相照顧得以看見，路加見證「內中也沒

有一個缺乏的」，因為基督徒照顧彼此物質上的需要。380  

路加六次使用「一致」這個詞描述教會的合一，這不表示基督徒在每件事上都有相同的意見。嚴

重的議題威脅要分裂教會，猶太人和外邦信徒在摩西律法上意見分歧。381 保羅和巴拿巴對約翰．

馬可有爭論，382 但無論差異如何，教會藉著聖靈的能力合一。當信徒遵循聖靈的引導，教會就在

「一致」中被連結。 

如果你和我曾在耶穌被逮捕的前幾天見到門徒，我們無法想像這些人能夠在事奉上有任何果效，

他們懼怕、彼此忌妒並充滿疑惑。幾個月之後，這些人已經完全地被改變。發生什麼事呢？ 

五旬節前，門徒試圖用他們自己的能力活出像基督的生命–他們不斷地失敗。五旬節後，門徒活

在聖靈的能力中，這是聖潔的生活和有效的事奉的秘訣。 

今日的聖潔：唯有當我們被聖靈充滿時，我們才是聖潔。 

許多基督徒試圖靠他們自己的努力過著聖潔的生活–他們失敗了。透過我們本身的自律，或許勝

過外在的罪可能維持一陣子。靠我們本身的力量，或許可能愛我們的鄰舍一段時間。然而，我們

會很快就失敗，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為什麼我們會掙扎呢？因為我們試圖用自身的能力過聖潔的生活，靠我們自身的能力試圖過基督

徒的生活令人精疲力竭。我們與罪性的態度拉扯，我們掙扎於缺少完全的愛，我們與無法專一的

心爭戰。對照之下，聖靈中的生活是得勝的豐盛生活。 

神從未打算要我們靠自身的努力過聖潔的生活，祂要我們活在聖靈的能力中。在初代教會中，聖

潔的生活唯有在聖靈的能力中才有可能。在現今的教會中，聖潔的生活唯有在聖靈的能力中才有

可能。假若我們活在聖靈的充滿中，標明初代教會的特質將會標明現代教會。藉著聖靈的能力，

我們可以擁有聖潔的心和聖潔的手。 

 
380 徒四 34 
381 徒十五 1-29 
382徒十五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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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的能力、屬靈的膽量、勝過罪和信徒之間的合一–全部來自聖靈的同在。當我們被聖靈充滿

時，我們得著能力過著神定意給祂百姓的豐盛的基督徒生活。 

保羅的書信顯明成為聖潔就是像基督，成為聖潔是思想、言語和行動都像基督的表現。這是一個

美好的理想，但我們很快發現，在我們自身的能力中我們無法像基督一樣思想、言語或行動。 

有些基督徒穿著有ＷＷＪＤ符號的衣服，WWJD 代表的意

思是「耶穌會怎麼做呢？」它提醒我們是被呼召，要活出

像耶穌一般的生命，我們是基督的效法者。然而，穿著Ｗ

ＷＪＤ符號的衣服比活出耶穌的典範容易多了。與聖靈的

能力分離，我們沒有能力持續做耶穌會做的事。 

我高約六尺多和重約兩百磅，我不是一個運動員。想像你對我說：「要成為一個更厲害的籃球員，

你必須投球像麥可．喬登。每次射籃前，問你自己：『麥可．喬登會怎麼做呢？』」這樣的建議

幫不了我！我沒有麥可．喬登的能力。 

然而，想像我被賦予麥可‧喬登所擁有的恩賜。想像我能夠–透過麥可‧喬登的靈–做每一件麥

可‧喬登做的事，現在模仿那樣厲害的籃球員對我就有可能了。 

ＷＷＪＤ（耶穌會怎麼做呢？）是不夠的，在我們身上，我們沒有模仿耶穌的能力。然而，聖靈

賜給耶穌事奉的能力，我們也能夠得著。透過聖靈的充滿，你和我能夠像基督，這是聖靈在信徒

生命中的影響。 

聖靈賜與耶穌得勝的生活和有果效的事奉，聖靈的充滿是使徒生活得勝和事奉有果效的秘訣，聖

靈的充滿也是現今生活得勝和事奉有果效的秘訣。 

保羅寫道：「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383 只有兩個選擇：順著聖

靈而行或放縱肉體的情慾，我們無法靠自身的能力戰勝肉體的情慾。是的！我們或許可以得勝一

天或一個禮拜，但長期勝過肉體情慾的唯一方法是降服聖靈。 

& 閱讀羅馬書 八章 1-17節 

 
383 加五 16 

一個年輕基督徒的禱告 

「聖靈啊！請充滿我直到滿溢出來。我

無法保留許多，但我可以大量滿溢。」 

由大衛·布伯(David Bubb)博士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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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羅馬書八章聖靈充滿的生命的卓越摘要中，他對照兩種生活方式–根據肉體的生活和根據

聖靈的生活。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因為凡被神的靈

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在羅馬書七章中，保羅表明他過去努力以自身的力量實現神的律法，這些努力都失敗。為什麼？

因為「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384 

在羅馬書八章中，保羅喜樂於「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我們免於被定罪不是

因為神決定忽視我們的罪，我們不被定罪「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

脫離罪和死的律了。」我們免於被定罪，因為我們如今活在聖靈中。 

保羅表明兩種生活方式，第一種生活方式是「在肉體中」。這是屬肉體的心思，屬肉體的心思是

「敵對神」。一個活在肉體中的人不可能得神的喜悅，肉體的生活方式只有導向死亡：「體貼肉

體的，就是死。」 

第二種生活方式是擁有「專注於聖靈」的心志，一個根據聖靈生活的人實現「律法公義的要求」。

我們擁有生命和平安，因為「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在羅馬書六章中，保羅教導我們必須活任意的罪之上。「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

呢？」385 以我們自身的力量，要過著超越任意的罪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們生來就傾向罪並遠離

神，我們如何能夠實現羅馬書六章的要求呢？答案就在羅馬書八章，靠著聖靈的能力，我們能夠

「治死身體的惡行」。我們可以過著聖潔的生活，因為神的靈在我們裡面作工。 

柯若柏（Robert Coleman）寫道： 

   活在聖靈的充滿裡是現今基督的跟隨者的特權，就像那些停留在馬可樓的初代門徒一般…

這個聖靈統攝一切和基督擁有聖潔的事實，乃是新約基督教的基礎。386 

聖靈的能力在一個將他的意志完全降服於神的人身上，這使得聖潔的生活成為可能。沒有聖靈，

像基督是不可能的，聖靈讓我們過聖潔的生活成為可能。 

 
384 羅七 25 
385 羅六 2 
386 Robert E. Coleman, The Mind of the Master (CO: Waterbrook Press, 1977), pgs.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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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撒迦利亞看見一個金燈臺和兩棵橄欖樹的異象，一個碗提供持續的油給七盞燈，天使解釋這

個異象的意義。猶大的省長所羅巴伯被指示重建聖殿，這樣龐大的任務看似一座山。神應許這個

任務將會完成，「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靠著聖靈，這座

山會成為平原。387  

同樣地，今日的基督徒必須要有聖靈的持續充滿。保羅囑咐以弗所基督徒要被「聖靈充滿」，388 

這個命令是現在式，這要成為我們生活的固定模式。我們每日的生活必須由祂掌管，當我們活在

聖靈的充滿中，我們經歷聖潔的生活的喜樂。 

聖潔操練：聖潔生活的特質 

想像你能夠除去生活中的每一種罪，想像你擺脫所有罪惡的行動和罪惡的態度，沒有人可以指出

任何錯誤，這樣是實現神對聖潔的生活的目標嗎？ 

不是！聖潔不僅是逃避罪，聖潔是結出果子。聖潔不是對生活採取律法和消極的態度，聖潔是和

神維持喜樂的關係。當聖靈在我們的生命中結出祂的果子時，聖潔得以被看見。 

 聖靈的果子 

& 閱讀加拉太書五章 13-26節 

在加拉太書五章中，保羅對照聖靈中的生活和肉體中的生活。直到加拉太書出現這個觀點，保羅

已經警告加拉太信徒有關丟棄基督徒的自由，回到猶太教儀式和律法綑綁下的危險。他們已經擺

脫透過善行贏得救恩的努力，他們絕不能回到綑綁中。 

然而，保羅認清另一個危險。當一個人從捆綁中得著自由，他也許被誘惑以他新得著的自由放縱

自己的慾望。所以保羅警告加拉太信徒：「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

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保羅對照兩種生活方式，一種生活方式是「放縱肉體的情慾」，另一種是「順著聖靈而行」，保

羅藉著顯明每一種生活方式的「果子」對照這兩種方式。 

 
387 亞四 6-7 
388 弗五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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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保羅表明「情慾的事」，這不是在聖靈掌管之下的人性的產物。情慾的事包括： 

o 性的罪：姦淫、污穢、邪蕩、 

o 宗教的罪：偶像崇拜、邪術 

o 社交的罪：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 

o 慾望的罪：醉酒、荒宴。 

他作出結論：「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然後保羅表明「聖靈的果子」，這是生命活在聖靈的能力和掌管之下的產物。這個果子是「一個

果子」，不是一群「果子」。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列出一串的「恩賜」，並說明每個信徒會

被賜與其中一項恩賜，「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389然而加拉太書中只有一

個果子，自然地生長於每一個行在聖靈中的人心裡。 

聖靈的果子不是一串我們可以靠自身的能力發展的特質，這是當我們被聖靈充滿時自然生長的果

子。這是聖潔的生命看起來的樣式，是聖潔的心自然顯露的副產品。 

保羅列舉十五項情慾的事，他列出聖靈的果子的九個層面： 

o 與神相關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 

o 與人相關的果子：忍耐、恩慈、良善、 

o 與我們內在性格相關的果子：信實、溫柔、節制 

所有這些特質的根本是愛，愛「就是聯絡全德的。」390愛「成全律法」，並提供這個果子成長茁

壯的根基。 

 

 

 

 
389 林前十二 5-11 
390 西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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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聖靈同步 

當我們被聖靈充滿時，聖靈的果子是生命的自然產物。這是保羅在加拉太書中的主要重點，他指

出人可能試圖靠他們自身謹慎順服律法「長出」這個果子。保羅要他們明白他們無法贏得這個果

子，那是在聖靈中的生命的結果。 

這個真理在保羅身上一直維持平衡，他提醒聖潔的生活是刻意活出來的。聖潔不是意外，我們必

須「向著標竿直跑」。在哥羅西，似乎有許多初信者認為他們可以持續他們舊有的生活方式，保

羅在那裡強調過聖潔的生活涉及努力。在歌羅西書中，保羅寫到關於「穿上」聖潔生命的特質。

這一點建議在聖潔方面持續的操練：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

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391  

同樣地，保羅不希望加拉太基督徒單純地認為，不用自律和努力就能過著聖潔的生活。以他們對

律法主義的反應，他們絕不能粗心大意。保羅說：392  

o 「順著聖靈而行。」行是需要努力的行動。 

o 「被聖靈引導。」要被引導，我必須跟隨，這需要努力。 

o 「靠聖靈得生。」生活是選擇和行動，這需要努力。 

o 「靠聖靈行事。」這是四個動詞裡最強烈的一個，這是一個軍事用語，提議士兵列

隊前進，「與聖靈列隊前進」需要努力和自律。  

當基督徒被聖靈充滿時，我們絕不可認為我們在靈性上如此成熟，以致我們永遠不會落入「肉體

的情慾」。393 然而，我們絕不可允許撒旦說服我們，透過聖靈的能力我們無法擺脫肉體情慾的控

制。當我們「靠聖靈行事」，我們在生活中結出聖靈的果子。 

� 研讀五旬節對初代門徒的影響之後，以及複習聖靈的果子之後，討論現今聖靈充滿的

生命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聖靈充滿應該如何影響我們的態度、每日基督徒的行為和事奉

的努力呢？ 

 
391 西三 12-14 
392 加五 16-25 
393 加五 17 



 

 

他們找到秘訣…… 

顧約拿單和顧羅瑟琳（Jonathan and Rosalind Goforth） 

1888 年到 1933 年，顧約拿單和顧羅瑟琳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到中國的

宣教士。顧女士嘗試在她的生活中跟隨耶穌的典範，但她重複地失敗。經

過 20 年的掙扎之後，顧羅瑟琳學習得勝的基督徒生活秘訣乃是，聖靈透

過我們活著並在我們的生命中產生基督的特質。顧女士見證，她的生命在

這段時間之後可以總結為一個字–「安息」。 

當他們允許聖靈透過他們作工，顧氏夫婦看見神行奇妙的事。顧約拿單為了學中文掙扎好幾個

月，當他嘗試用中文講道時，只有少數的聽眾能夠明白他的話。有一天當他正在講道時，他突然

開始清楚地溝通，使用他從未精通的字句。他稍後得知有一群在加拿大的學生利用那一天為他的

事奉禱告，自從那天開始，顧約拿單能夠流利使用中文。顧氏做不到的，聖靈透過一個順服的僕

人完成。 

神帶領顧氏夫婦進入中國從未接觸到福音的地區，數千人透過顧氏夫婦的事工信主。他們成功的

關鍵並非偉大的能力，而是活在聖靈的充滿中。 

在他的葬禮上，諾克斯長老教會牧師提供顧約拿單的成功祕訣。「他是一個被神所陶醉的人–完

全地降服和分別為聖。他領受聖靈和火的施洗，他因為倒空自己而被聖靈充滿。」394 

顧約拿單和顧羅瑟琳明白每天順著聖靈而行的重要，他們了解聖詩作者愛德溫‧海琦的禱告：

「願主向我吹氣，直到我的心純潔。」當我們的心純潔時，我們「願其所願」，我們想要神所要

的。 

願主向我吹氣 

愛德溫‧海琦

願主向我吹氣， 

使我得新生命， 

      使我能愛我主所愛， 

行主所要我行。 

 

 
394 Adapted from Wesley L. Duewel, Heroes of the Holy Lif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2), pgs. 52-64. 

願主向我吹氣， 

直到我心清潔， 

      使我心意與主合一， 

遵行主旨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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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概要 

ü 成為聖潔是活在聖靈的充滿中 

ü 在耶穌的地上生活中，他透過聖靈的能力事奉。耶穌應許他的跟隨者這個相同的能力，因為

那樣的應許，他向門徒保證：「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ü 當門徒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時，他們的生命被改變。三個記號突顯聖靈的新行動： 

o 像一陣大風吹過的響聲顯示聖靈的能力降臨。 

o 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代表與聖靈連結的純潔。 

o 說起別國話的能力裝備門徒向列國做見證。 

ü 當初代教會活在聖靈的能力中，他們經歷： 

o 事奉的能力增加 

o 宣講福音的膽量 

o 面對逼迫的膽量 

o 得勝的生活 

o 事奉的引導 

o 信徒之間的合一 

ü 誠如門徒唯有藉著聖靈才是聖潔，我們唯有活在聖靈的能力中才是聖潔。沒有聖靈充滿，我

們無力遵循耶穌基督的典範。唯有在聖靈的能力中，我們才能夠活出像基督的生命。 

ü 當我們住在聖靈裡，我們的生命將顯明聖靈的果子，那是聖潔的生命自然的產物。 

作業 

1） 撰寫一封信給一位年輕的基督徒，他向你說：「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我繼續在肉體的態 

度和面對試探顯得軟弱的範疇中掙扎。」幫助這個年輕的基督徒明白被聖靈充滿的重要

性。 

2） 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先背誦加拉太書五章 22-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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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聖潔是像基督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前，學生應： 

(1) 認清使徒書信中聖潔的核心。 

(2) 因神的供應使祂的子民像基督而喜樂。 

(3) 了解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亦即神為了讓我們聖潔所成就的事，以及當我們在聖潔中成

長，神持續成就的事。 

(4) 感謝生活中不斷勝過任意妄為的罪的可能。 

(5) 背誦腓立比書二章 1-5節。 

活出以基督的心為心  

耶穌升天 30 年後的某個星期日清晨，一群基督徒在腓立比的某間

私宅聚集敬拜，他們雀躍興奮，因為接到所敬愛的保羅牧師的來

信。 

領袖開始閱讀保羅的信，保羅喜樂如湧泉地寫下這封信，雖然他

被關在羅馬監獄，他仍在基督裡有喜樂。他不知道是否會被釋放

或被殺，但是他有平安，為什麼？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

就有益處」。395 

身為他們的屬靈父親，保羅鼓勵腓立比的基督徒信仰要持續成

長。他期望看見這些信徒成熟，如同神呼召他們所要成為的聖潔

百姓。保羅寫道：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396

生活方式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有可能嗎？ 

保羅的答案是：活出以基督的心為心，「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397若腓立比的基督徒有基督的心，他們會像基督。聖潔生

活的秘訣就是活出以基督的心為心，聖潔是像基督。  

 
395 腓一 21 
396 腓一 27 
397 腓二 5 

祈求聖潔的禱文 

我不再屬我自己，而是屬你 

願去你屬意之處 
願與你屬意的人同列 

勞其我筋骨 
苦其我心志 

只願受你差遣 
或只願為你保留 

樂意為你光榮 
或樂意為你卑微 

充滿我 
倒空我 

我願擁有一切 
我願一無所有 

我甘心樂意放棄所有 
求蒙主喜悅，願聽候主命 

榮美配得讚美的聖父, 
聖子,聖靈，祢們屬我，我也屬祢

們。 
約翰•衛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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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書信的信息： 基督徒是要成為聖潔 

 使徒書信呼召基督徒聖潔 

每一位基督徒受呼召成為聖潔，「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398神對救恩永恆的目的就是讓我們成為聖潔的子民。 

第一世紀的猶太基督徒讀到基督徒受呼召成為聖潔，沒有人會感到訝異。神在利未記命令務要聖

潔，猶太基督徒知道神期盼祂的子民聖潔。 

然而，外邦人從小膜拜不聖潔的神，對他們而言，聖潔的信息非常陌生。彼得寫信給外邦的基督

徒，這些人最近才「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399，這些外邦人完全不知何謂真正

的公義，但彼得呼籲他們要過聖潔的生活。 

使徒教導這些外邦的信徒如何過著聖潔的生活，他們用正面負面的方式教導聖潔的信息：「你們

一定要這樣做」，「你們絕不可這樣做」。 

信徒即聖徒的說法，使徒書信提到 40 次之多。新約的聖徒不是過世已久，畫像出現在歐洲大教

堂的彩繪玻璃的人。聖徒是過著神呼召祂的子民那樣生活的人，每一位基督徒都受呼召成為聖徒。 

使徒囑咐信徒務要追求聖潔，保羅提醒哥林多信徒，他們是「永生神的殿」。400殿是敬拜的聖潔

地方，因為我們是神的殿，我們「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

聖」。401 

神的子民受呼召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並穿上

「新我」。402保羅寫到基督「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

的子民，熱心為善」。403希伯來書的作者教導讀者「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

沒有人能見主」。404神的子民受呼召成為聖潔。 

 

 
398 弗一 4  
399 彼前一 18  
400 林後六 16 
401 林後七 1 
402 弗四 22-24 
403 多二 14 
404 希十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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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禱告基督徒會成為聖潔，保羅禱告神的子民會成為聖潔。 

& 閱讀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 2-10節 

�描述保羅書信開頭提到的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 

在帖撒羅尼迦教會收到保羅書信的這群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們以信心, 愛心和堅定不移的盼望

著稱，他們是「被神所愛的弟兄姊妹」。福音傳到他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

靈，並充足的信心」，他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是「馬其頓和亞

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他們「離棄偶像，歸向神」。 

然而，這些基督徒仍舊需要更深地經歷神，他們是聖潔的。甫獲新生之際，神已經開始讓他們變

得聖潔，然而保羅禱告：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

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405 

這對保羅而言是重要的禱告，他「晝夜切切地祈求，要見你們的面，補滿你們信心的不足」406。

這些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保羅知道他們仍有欠缺，這不是說他們是「有缺陷的基督徒」，保

羅讚賞他們的基督徒經驗。 

他們的基督徒經驗是沒有「缺陷」的，但是保羅知道他們需要進一步的成長。他們是成聖的基督

徒，但保羅禱告神「使你們全然成聖」，他祈求神使這群人由裡而外完全聖潔，他祈求神潔淨他

們的「靈與魂與身子」。 

 使徒書信應許基督徒能夠成為聖潔 

當保羅禱告以弗所人能被「神的完全充滿」時，保羅對神會回應他的禱告有信心，因為他是向那

位「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407  禱告。神對

聖潔之心的呼召不是不可能的命令，每一位信徒都能達成神的呼召。 

當保羅為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禱告時，他對神會回應他的禱告有信心。保羅接續禱告：「願賜平

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408使徒書信應許我

們能夠成為聖潔。 

 
405 帖前五 23 
406 帖前三 10 
407 弗三 20。 
408 帖前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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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是像基督 

在舊約中，神透過律法和先知啟示聖潔的心及聖潔的手的信息。在耶穌基督的生活中，神提供完

全的愛的典範。在使徒行傳中，早期的基督徒顯明，平凡的信徒可能透過聖靈的能力過著聖潔的

生活。在使徒書信中，聖潔的信息被運用在信徒毎日的生活。 

 

 聖潔是擁有像基督的心思意念 

使徒書信教導聖潔是像基督，信徒是要像基督。聖潔不只是外表的行為，聖潔發自內心，聖潔就

是擁有像基督的心思意念。 

保羅不是說：「你們行事應效法基督」，他堅持： 「你們為人應效法基督」。外在模仿基督是

不夠的，我們必須內心也像基督，神的旨意是改變祂的子民成為基督的樣式。「因為他預先所知

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409神永恆的旨意是讓我們擁有基督的模樣，這就是聖

潔的意思。 

這個觀念最讓人驚訝的例子之一，就在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中。哥林多教會充滿問題，然而

保羅稱他們為「聖徒」，並呼召他們過聖潔的生活。這群不成熟的信徒，掙扎於克服過去的異教

經歷，他們有希望成為聖潔嗎？保羅回答：「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

成為神的義」。410 

因為基督替我們成為有罪，使我們能成為「神的義」。在舊約中，贖罪祭的血遮蓋那些以信心來

到神面前的人的罪。今天，基督的血遮蓋那些以信心來到神面前的人的罪。但是保羅應許的不只

是遮蓋，我們不只有「遮蓋」，我們被改變，因為我們已經「與神和好」，成為「神的義」。保

羅寫下：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神；他  

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411 

 
409羅八 29。 
410林後五 21 
411林後五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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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死不是為了遮蓋我們的悖逆，讓我們持續得罪神。透過基督，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不再

悖逆，我們是與聖潔的神和好的新造之人。 

這個改變比單是注重外在的行為更深刻，保羅為帖撒羅尼迦人禱告：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

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412  

「全然」具有在其本性的毎個面向都變成聖潔的含意，這節經文可以翻譯成「使你們徹底成聖」。

保羅祈禱這些信徒的靈、魂與身子都被改變，他應許：「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

事」。413 

這個改變影響生活的毎個面向，在腓立比書，保羅寫到有關新的思考方式，他稱為「基督的

心」，保羅描述耶穌願意順服天父的旨意，耶穌「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414 

保羅沒有說「基督的卑微是不錯的生活方式，但是當然啦，你和我要有這樣的態度是不可能的。」

他反而說：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415，基督的心是你的心，你能夠像基督！ 

引導耶穌出於愛順服天父旨意的靈，我們同樣能夠擁有。我們可以有基督的心，可以透過耶穌基

督的眼光審視生命，這不是堅決的意志就能做到，而是我們的心徹底被改變。我們受呼召像基督，

不只是在行為上，更是發自內心，我們受呼召要以基督的心為心。 

 聖潔是像基督的行為 

有些人或許回應： 「我的心像基督，但我的行為不像，我內在的動機是好的，但我外在的生活

無法像基督。」使徒不能接受內在與外在本質出現這樣的分歧，內在的本性會表現於外在的行為，

成為聖潔意味著我們的行為像基督。 

這個信息貫穿使徒書信，保羅說基督為教會捨了自己，好讓「教會成聖」。基督捨棄自己讓他的

新婦聖潔，預備這個新婦「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416 

 
412 帖前五 23 
413 帖前五 24 
414 腓二 8 
415 腓二 5 
416 弗五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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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像世上的新娘對她的丈夫說：「我的身體對你不忠，但我的心會是純潔的？」實在無法

想像！保羅也無法想像基督的新婦說：「我的心是聖潔的，但我的行為不是」教會受呼召成為毫

無玷汙及皺紋的新婦。 

保羅寫信給在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這一間教會包括猶太教的信徒，以及從帖撒羅尼迦的異教歸

信的人。猶太教的信徒知道，舊約吩咐人要表現聖潔的行為，但這些異教徒生活在放縱情慾、道

德敗壞的環境中。 

保羅教導這些新的信徒何謂聖潔的生活，他祈禱神能「使你們心志堅定，在我們的主耶穌和他的

信徒們來臨的時候，能夠在我們的父神面前聖潔，沒有缺點」。417這些初信者要在內心和行為表

現聖潔，「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成聖不只影響他們的心，成聖決定他們的行為： 

「遠避淫行」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

的外邦人」 

 「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弟兄」418  

聖潔是擁有像基督的心，進而激勵像基督的行為，聖潔就是像基督。 

 聖潔是像基督的愛 

福音書顯明聖潔是愛神和愛鄰舍，保羅把像基督的行為和像基督的愛連結，他挑戰以弗所的基督

徒要「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他們如何效法神呢？藉由活出像基督的愛，「也要憑

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419 

當基督徒流露犧牲自我的愛，他們就展現神的形像，聖潔就是像基督那樣去愛。在羅馬書十四章，

保羅實際說明這種像基督的愛，他呼籲信徒要為了較軟弱的弟兄的緣故，犧牲良心的自由。為什

麼？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人的道理行」420 ，假如我的自由讓弟兄跌倒，我

就不是行在愛中。基督為了愛我們捨棄自己的權利，因為愛他人的緣故，我們受呼召捨棄自己的

權利， 這就是像基督的愛。 

 
417 帖前三 13 
418 帖前四 3-6 
419 弗五 1-2 
420 羅十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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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於何謂像基督那樣去愛最著名的詮釋，就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對於一個內部分裂，自私

自利，忌妒又驕傲的教會，保羅寫道： 

愛是堅忍的，仁慈的；有愛就不嫉妒，不自誇，不驕傲，不做鹵莽的事，不自私，不輕易

動怒，不記住別人的過錯，不喜歡不義，只喜愛真理。421 

在約翰壹書中，使徒強調像基督的愛的實際面向，約翰壹書說明何謂像基督的愛。 

o 愛要求順服，假如我們愛神，就要順服祂，422愛與順服不能分開。 

o 愛要求專一，假如我們愛神，就不會愛這個世界。假如「你們愛這世界，就沒有愛天父的

心」423我們無法愛神，同時愛敵對神的世界，聖潔的人專一愛神。 

o 愛要求關係，假如我們愛神，就會愛其他基督徒。「愛神的人必須也愛他的弟兄」，確實，

「若有人說『我愛神』，卻恨自己的弟兄或姊妹，他就是撒謊的」。424約翰教導，愛神卻

恨惡你的基督徒弟兄，那是不可能的事。 

這種像基督的愛的結果是什麼呢？在神面前坦然無懼。「我們若彼此相愛，就在我們的生命裏，

而他的愛藉著我們完全實現了」425 這完全的愛讓我們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驅除一切來

自刑罰的恐懼」。426 

我們如何活在這種完全的愛中呢？ 「因為他怎樣，我們在這世上也怎樣」427，唯有透過基督活

在我們裡面，我們才能展現像基督的愛。 

  

 
421 林前十三 4-6（現中修訂版） 
422 約一二 5、 五 3 
423 約一二 15（現中修訂版） 
424 約一四 20-21（現中修訂版） 
425 約一四 12（現中修訂版） 
426 約一四 17-18 
 427約一四 17  (現中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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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生活： 你是聖潔的； 追求聖潔 

湯米渴望成為聖潔的人，不幸的是，他對聖潔的了解建構在情緒和情感上，而非聖經。因此，湯

米從極端的教導擺盪到另一端。 

有一陣子，湯米經常禁食，他禱告數小時，試著操練自己進入聖潔。他確信透過自我操練，我們

成為聖潔。 

不久湯米放棄這種努力，他越來越不在乎屬靈的操練，並開始降服於罪。我問他有關罪的領域，

他回答： 「我靠著恩典生活，不需要操練，神準備好時，祂會讓我聖潔」。 

另外一次，湯米迫切祈求戲劇性的屬靈恩賜，他決定聖潔是有關屬靈的恩賜和外在的能力。 

湯米對聖潔的追求建構在情緒的基礎上，而非仔細閱讀聖經。他沒有研讀聖經，以了解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活出聖潔。 

使徒書信教導有關聖潔生活的重要真理，假如我們忘記這些原則，對於聖潔的理解就會失衡。使

徒寫信讓我們知道，如何活出神呼召我們要過的聖潔生活。 

 你們已經聖潔；你們正在成為聖潔的過程中 

保羅寫給聖徒，他說：「你們是聖潔的」，聖徒已經是聖潔的，但保羅寫給這些聖徒： 「你們

必須聖潔」。你們是聖潔的，你們必須持續在聖潔中成長。 

這個平衡不斷地出現在使徒書信，身為信徒，我們已經聖潔，但是當我們行走在順服神的道路上，

我們必須持續在聖潔中成長。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我們「靠耶穌基督，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428透過基督的死，

我們得以成聖。 

作者持續說： 「因為他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429 。這句話包含兩個與聖潔

主題相關的字，透過基督的死，基督使那些「得以成聖的人」（hagiazo） 「永遠完全」

（teleios），這句經文告訴我們： 

 

 
428 希十 10 
429 希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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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我們已經聖潔：「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因基督的死，我們脫離罪的權勢，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430透

過耶穌的死，神要祂的子民聖潔的旨意得以實現，我們已經完全。 

o 我們在成為聖潔的過程中： 「那得以成聖的人」。 

基督的死完成神一直要人成聖的旨意，但我們一生都要持續在聖潔中成長，這是持續的過程。透

過基督的死，我們是聖潔的；透過基督的死，叫我們成聖。 

保羅自身的見證說明這個原則，在腓立比書三章，保羅寫到他尚未完全，但在後面的經文，他提

到自己是已經完全的人（我們當中所有靈性成熟的人）。以下摘錄中劃線的字，都是來自 teleios，

兩個劃線的字都翻譯成「完全」。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到獎賞或已經完全了，我繼續把它設定為自己的目標，因為基督耶穌已

經使我成為祂的…讓我們當中那些成熟（完全）的人有這樣的想法，如果你們有不同的想

法，神會清楚地指示你們。431 

保羅說：「我不是說我已經完全了」，他繼續說：「我們當中那些完全的人」。保羅還沒有達到

目標，他持續在聖潔中成長。在這個意義上，他還沒有到達完全，但是他盡力達到這個目標，他

委身於完成競賽。從這個意義來看，保羅已經完全，保羅可以在同一段經文說「我尚未完全」和

「我已經完全了」。 

達到完全不是說，我們已經爬上讓我們完全的行為的梯子。這是說我們完全降服於神在我們生命

中的恩典，就在一瞬間，神使我們的心重新導向祂的帶領。 這是我們朝向神移動的過程，它將

持續我們終生之久。432 

思想高爾夫球員揮竿進洞，這是完美的揮竿進洞。不是只有球進洞時

才完美，當球在空中移動時就已經是完美，球不偏不移地朝著球洞的

方向，完美始於球員揮竿擊球的時刻。433 

 
430 希十三 12 
431 腓三 12-15 
432 Timothy C. Tennent. The Call to Holiness (Franklin, TN: Seedbed Publishing), 2014), p. 54-55.  
433  此說明範例改編自 T.A. Noble, Holy Trinity: Holy People (Eugene, OR: Cascade Books, 2013),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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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道理，保羅朝著最後的目標邁進，他已設定路程，專一朝目標前進。他雖然還沒有抵達目

標，但他已在朝向目標的道路上行進，他尚未得完全，但他已經完全了。 

身為信徒，我們是聖潔的「聖徒」，透過基督得到神的接納，但我們受呼召要獻上自己當作「活

祭」，毎天持續在順服及降服中成長。434我們已經成為聖潔，我們正在成聖的過程中。 

 你是聖徒，你必須活得像聖徒 

保羅寫信給住在哥林多的「聖徒」，哥林多前書是寫給聖潔的子民，「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

的」。435哥林多後書是寫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並亞該亞遍處的眾聖徒」。436他們是聖徒，但

關於活得像聖徒，他們有許多要學習的功課。 

基督徒對於這個真理有兩個誤解，第一，有些基督徒說：「我被稱做聖徒，因為神看到基督的公

義，而不是我的罪。我的聖潔是 『法律的虛構』，我在這個世界永遠不會是聖潔的，但神仍舊

稱我是聖潔的」。羅馬書六章清楚說明，保羅不能接受這樣的答案，聖潔的子民必須過著聖潔的

生活。 

第二，其他基督徒說：「我是聖徒，我一定達到神對完全的絕對標準，我從不悔改，因為我從不

犯錯，我是聖徒！」保羅對這樣的錯誤嚴正駁斥，就如駁斥第一個錯誤一樣。保羅寫信教導在哥

林多的「聖徒」過聖潔的生活，他們缺乏知識和成熟，所以保羅教導這些聖徒如何活得像聖徒，

聖潔的子民必須過聖潔的生活。 

哥林多城居民的不敬虔行為可謂惡名昭彰，保羅呼籲住在這個邪惡之城的信徒表現聖潔的行為。

他們要遠避淫行，因為他們的身體就是「基督的肢體」。437保羅列出在神的國度被禁止的行為： 

            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  貪婪

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438 

列出罪行的清單後，保羅觀察到「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保羅寫信的對象，以前也有這

些罪行。身為信徒，保羅期許他們要離棄從前的生活型態。這些人過去活在罪惡中，他們如何能

過著潔淨的生活呢？保羅提出答案： 

 
434 羅十二 1 
435 林前一 2 
436 林後一 1（現中修訂版） 
437 林前六 15 
438 林前六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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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439 

哥林多前書六章 9-10節的罪已經被哥林多前書六章 11節的改變除去，這個改變不只是法律的交

易，保羅絕不是暗示「你們可以繼續犯這些罪，即便行為邪惡，神仍算你們為義。」不是！他說：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你們已被洗淨」。哥林多的基督徒絕對不可回到過去的罪，保

羅說：「你們是聖徒，行為要像聖徒！」他們已被洗淨，已經成聖，已經成為聖潔。他們是聖徒，

必須活得像聖徒。 

年輕人加入軍隊時會領到制服，代表他的身分是軍人，同時他會拿到軍人行為規章。光是制服是

不夠的，他必須遵守行為規章。 

學習行為規章的時間比穿上制服更久，新入伍的軍人必須學習適合他制服的生活方式，他必須如

軍人般成熟。許多時候，這位年輕的軍人必須被提醒軍隊的規定。他的表現可圈可點嗎？不是，

但是他成為軍人是完全的委身嗎？是的，加入軍隊的第一天，他就是軍人，但他將花費好幾天學

習活得像軍人。 

想像一位年輕人說：「我想從軍，但我不想遵守行為規章。」他購買軍隊制服，但沒有活出軍人

的行為規章。他是真正的軍人嗎？不是，他只是假裝軍人。 

使徒書信是寫給「穿上基督」的信徒，現在他們正學習過聖潔的生活。在以弗所書四到六章，我

們學習家庭關係、教會裡的關係及職場倫理中聖潔生活的樣式。在加拉太書五章，我們學習與聖

靈同步的生活所結出的果子。在彼得前書，我們學習面臨迫害時如何過聖潔的生活。閱讀雅各書

時，我們學習聖潔的人如何管控自己的舌頭。 

保羅寫信給在歌羅西的信徒，「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

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這些信徒向罪死，向基督活著，他們

不再是罪的囚犯。但保羅繼續說：「所以，治死在你們身上的

屬世慾望」，440你們已向罪死，治死罪。你們是聖徒，必須活得

像聖徒。  

這個原則聲明在這一章的開頭。 

 
439 林前六 11 
440 西三 3、5 

保羅說「我與基督同釘十架…」，他

不是說：「我下定決心要效法耶穌基

督」，或是「我真的會努力跟隨耶

穌」，保羅說：「我已經在的他死亡

中與他認同」。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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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

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441 

保羅說： 「你們每天要尋求天上的事，每天要繼續專心於神的事」。聖潔生活的秘訣是讓自己

專心於神的事，你們已經成為聖潔（與基督一同復活），所以要聖潔（專心於天上的事）。 

聖潔生活的結果是什麼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

耀裏」。442聖潔的生活預備你與聖潔的神度過永恆，「以諾與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

了。」443 在世上與神聖潔地同行預備以諾在永恆裡與神同在，在世上與神聖潔地同行預備我們與

「基督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使徒書信是寫給眾聖徒，我們透過耶穌基督的寶血已經成為聖徒，我們已經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現在，我們毎天學習何謂聖潔，毎天被改變成為神的樣式，我們的表現是可圈可點嗎？不是，但

是我們成為聖潔是完全的委身嗎？是的，我們是聖徒，我們學習活得像聖徒。 

 神使你們聖潔；你們務要追求聖潔 

在利未記，神說： 「所以你們要自潔成聖」，這是神的子民必須遵守的命令。在下一個經節，

神應許： 「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444這是神會實現的應許，為了瞭解聖潔，我們必須平

衡兩個真裡： 

• 聖潔是神的禮物，神使祂的子民聖潔。 

• 聖潔是神的命令，神命令祂的子民要「追求聖潔」。 

法利賽人只記得「你們務要追求聖潔」，他們相信可以藉由自我的努力成為聖潔。使徒書信回應：

「神使你們成為聖潔」。 

有些早期教會的基督徒偏向相反的極端，他們相信「假如神想要使我們聖潔，祂會實現，我們什

麼都不用做。」使徒書信回應：「你們務要追求聖潔」。 

 
441 西三 1-2 
442 西三 4 
443 創五 24 
444 利廿 7-8 



 

157 

順服和追求對成聖非常重要，神使我們聖潔，我們務要追求聖潔。我們順服神並容許神改變我們，

但我們要努力向著神為我們所定的目標直奔。445保羅了解信靠神的應許並非不再努力朝著目標奔

跑，我們有能力追求聖潔，因為神使我們聖潔。 

我的孩子年幼時，他們有時會在家庭靈修時間大聲朗讀經文。有一天讀到腓立比書二章 12 節時，

我的女兒史黛西熱切地大聲唸：「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但是保羅繼續說：「因

為神常常在你們心裡工作」，因為神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得以成就。 

與許多基督徒的信念相反，神的工作完成，因為我們「努力完成你們自己的救恩」。這是說我們

透過行為賺取聖潔嗎？絕對不是！保羅繼續說：「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446 

神使我們渴望（願意），神給我們力量完成工作，沒有「神在你們心裡工作」，我們的努力徒勞

無功。我們無法使自己聖潔，但是沒有自己追求聖潔，神不會使我們聖潔。 

保羅提醒哥林多人要記得「你們要作我的兒女」447這個神的美好應許，然後他吩咐他們要過聖潔

的生活。「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

聖」。448因為神的應許，我們要「除去一切的污穢」，神使我們聖潔的應許讓我們有信心追求聖

潔。 

保羅寫信給在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他祈禱神「使你們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449這

是神的工作。然後保羅開始教導「應該如何行討神的喜悅」，為什麼？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

成為聖潔」，450神使帖撒羅尼迦的基督徒聖潔，所以他們務要追求聖潔的生活。 

加拉太書是寫給受到試探的信徒，他們想要藉由「律法的工作」稱義。保羅提醒他們，他們是

「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451假如因信稱

義是福音的結果，保羅這樣說會是一封完美的信：「你們已經因信稱義，現在你們可以隨自己想

要的方式生活，你們會進入天堂，天堂確定有你們的位置。」但保羅沒有那樣說！ 他反而說： 

 

 
445 腓三 13 
446 腓二 13（現中修訂版） 
447 林後六 18 
448 林後七 1 
449 帖前三 13 
450 帖前四 1、3 
451 加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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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們若是靠聖靈

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452 

「靠…行事」的意思就是，「排隊走在領導者的後面」，具有紀律和自制的含意。這是說倚靠聖

靈的引導生活，不是我們自已的慾望。神使加拉太人聖潔，但是他們必須持續追求聖潔。 

希伯來書的作者寫道：「神的管教是為了我們的好處，要使我們有份於他的聖潔」。多麼奇妙的

真理！墮落的人能有份於神的聖潔，這不是異教的某種神秘結合，而是屬靈操練的實際教導。希

伯來書作者寫到有關「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有關追求與眾人和睦，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

此叫眾人沾染污穢等這些事情。453這不是神祕主義，這是正常的基督教，神呼召祂的子民要聖潔，

祂期望祂的兒女有份於祂的聖潔。 

我們如何有份於神的聖潔呢？當我們「有份於神聖的本質」，就有份於神的聖潔。454彼得指向神

的能力讓我們像祂，以及我們努力在祂的形像中成長。 

首先，彼得應許我們能有份於神的性情：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

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455 

神使我們聖潔「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敬虔並非不可能的夢想，神

「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其中的一項應許就是「與神的性情有分。」對神的每一

位兒女而言，這個應許就是我們能夠看起來像天父。這不是透過我們的努力完成，敬虔是神恩典

的禮物，透過神的能力，我們能夠與神的特質和諧同居，神使我們聖潔。 

然後彼得繼續說：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

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

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456 

 
452 加五 24-25 
453 希十二 10-16 
454 資料選自 Dr. A. Philip Brown, “Divine Holiness and Sanctifying God: A Proposal, unpublished paper. 
455 彼後一 3-4 
456 彼後一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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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的神能使我們有份於祂的性情，我們必須「分外地殷勤」，在德行、知識、節制、忍耐、

敬虔、愛弟兄的心和愛眾人的心成長。因為神所成就的一切，我們務要追求聖潔。 

彼得從未建議，我們藉由「分外地殷勤」使自己聖潔，他不是在教導律法主義。我們無法透過自

身的努力賺取神的喜愛，然而彼得要我們了解，沒有自我操練，我們無法過著聖潔的生活。 

因為神的恩典，我們追求聖潔，祂的恩典讓我們有力量追求聖潔的生活，因為神的神能（3-4

節），我們「分外地殷勤」成長（5-8 節）。對聖潔的追求不是律法主義，那是被改變的心自然

的渴望。假如我們真正是神的兒女，我們會想要在聖潔中成長。假如我們真正是神的兒女，我們

會想要看見神的旨意在我們生活中實現。 

我如何過著聖潔的生活呢？「不是我，而是基督」 

保羅寫信給在腓立比的基督徒，他指出耶穌就是他們應該表現的態度的典範，基督「他自甘卑

微，順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457 保羅想要使這些信徒了解，神兒女的道路就是謙卑的道

路，不是高舉自我的道路，我們必須以「基督的心為心」。 

 

我們或許被試探而回應：「當然，耶穌過著完美的生活，他是神的兒子。但這對我一點幫助也沒

有，我又不是耶穌！」我們如何能夠遵循基督的典範呢？保羅教導基督的靈住在信徒的心裡。 

保羅寫給年輕的基督徒：「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

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458 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過聖潔的生活，而是靠著聖靈的能力。 

保羅自己的見證說明這種改變，他提到他過著法利賽人的生活時，嘗試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律法的

要求。他記得他擁有慾望的時刻，但卻沒有能力做正確的事。他說：「不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

我裏頭的罪做的。」459保羅靠自己的力量成為公義的努力註定失敗。 

遇見基督後，保羅的見證從「不是我，乃是罪」到「不是我，乃是基督。」460 保羅能夠過著得勝

的基督徒生活，因為基督現在住在他裡面。 

 
457 腓二 8（現中修訂版） 
458 羅八 9    
459 羅七 17    
460 加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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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鼓勵哥林多人：「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嗎？」 。461我們能像基督，因

為基督住在我們裡面。路德宗的神學家潘霍華這樣說：成為基督徒意謂「過去由老我所霸佔的位

置，現在已經讓位給耶穌基督」。462 

基督住在我們裡面，或是用另一種方法聲明同樣的原則，「我們住在基督裡面」。保羅最具代表

性的說法之一就是「在基督裡」，保羅在書信中使用一些「在基督裡」的版本，諸如「在他裏面」

「在那位」或是「在子裡」超過 150 次。保羅不斷提到我們在基督裡的地位，那是基督徒生活的

秘訣，每日得勝來自於我們在基督裡。 

我們舊有的生命活在「亞當裡」，活在墮落罪惡的自我裡。我們的新生命活在「基督裡」，活在

每日讓我們勝過罪的復活主的大能裡。 

在亞當裡，我們行走於黑暗中；在基督裡，我們行

走於光明中。 

在亞當裡，我們是罪的奴僕；在基督裡，我們是義

的奴僕。 

在亞當裡，我們以肉體的罪為樂；在基督裡，「我

們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463 

這種了解對得勝的生活極為重要，當我們在亞當裡看自己（「被赦免的罪人」活在罪的綑綁中），

我們會持續落入試探中。當我們在基督裡看自己（「被改變的聖徒」透過基督擁有能力），我們

會過著勝過罪的生活。保羅告訴歌羅西的基督徒聖潔生活的秘訣：「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

就當遵他而行。」464 當我們行在基督裡，我們成為聖潔。 

有些人把成聖想像為流感疫苗注射，醫生替你打針避免生病。他們認為當我們祈求神讓我們聖潔

時，神會給我們「聖潔的注射」避免我們犯罪。他們相信當神使我們成聖後，我們就能靠自己的

力量過聖潔的日子。 

 
461 林後十三 5 
462 Dietrich Bonhoeffer, Eth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 41.  。 
463 西三 10 
464 西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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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沒有任何一處經文提供那個圖像，我們反而住在「基督裡」，「在基督裡」我們是聖潔的。

我們「在基督耶穌裡脫離罪和死的律」，465我們「在基督耶穌裡成聖」。466我們成為聖潔不是透

過自己的力量拼命地嘗試效法基督，我們成為聖潔乃是藉由耶穌住在我們心裡，所以「誇口的，

當指著主誇口」。467 

 

保羅這樣見證：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

我捨己。468 

保羅的見證可以譯成：「我現在的生活是藉由相信神的兒子而在肉身活

著。」保羅沒有把聖潔的呼召拖延到死亡，他見證他「現在」過著聖潔的生

活。他如何過著聖潔的生活呢？透過信靠神的兒子，保羅過著聖潔的生活，因為「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保羅的語言與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五章的教導相似。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

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469 

聖潔不是離開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所得到的物品，聖潔是需要維繫的關係。我們與枝子連結時，

我們就活著，透過在基督裡的生命，我們過著聖潔的生活。聖潔的神住在我們裡面，我們與神同

行，我們是聖潔的。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470 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得到聖潔

的生命，聖潔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我們每天以基督的心為心過著聖潔的生活，當

我們行在「基督裡」，就有能力在邪惡的世界過著聖潔的生活。我們有能力在每天的生活中成為

聖潔，這是聖潔的意義。 

  

 
465 羅八 2 
466 林前一 2 
467 林前一 31 
468 加二 20 
469 約十五 5 
470 西三 3 

聖潔生活的秘訣不在於

效法耶穌，而在於讓耶

穌的聖潔顯明在我的身

上。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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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操練：過得勝的生活 

聖潔生活的信息是極美的信息，然而，在每日的生活中無法活出來的教義只有少許實際的價值。

過著勝過任意妄為的罪的生活是可能的嗎？或者聖潔生活的信息只是夢想呢？  

 勝過罪是可能的嗎？ 

保羅應許「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471 當然，在基督裡過得勝生活

的這個應許，包括勝過罪的能力。假如每天過著勝過任意妄為的罪的生活是可能的，那為什麼這

麼多基督徒無法過得勝的生活呢？靈性挫敗的某些原因是什麼呢？ 

o 若我們不相信得勝的生活是可能的，我們會被擊垮。 

我確信有些基督徒沒有過得勝的生活，因為他們相信得勝的生活不可能。他們聽過教導我們必定

不斷落入任意的罪的講道，他們已經對勝過罪感到絕望。假如我們想要過著勝過罪的生活，必須

認真看待約翰的呼召：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472 約翰寫信給這些基督

徒，他相信他們過得勝的生活是可能的。為了面對試探時擁有信心，我們必須以信心宣告這個盼

望。 

o 若我們仰賴過去的屬靈經驗或教會地位，我們會被擊垮  

有些人把聖潔的生活視為一次的經驗，不再要求持續的操練或努力。他們相信他們曾經見證：

「因著信心，神已潔淨我的心，讓我單純」，所以不用再做什麼事了。然而猶如保羅所表明，我

們必須持續「向著標竿直跑」。勝過罪要求持續過著操練的生活，我必須持續向罪說「不」，這

樣才能向神說「是」。 

有些關於耶穌受試探的講道是以耶穌勝過撒旦的誘惑做為結束，然而路加以重要的總結聲明結束

故事：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473這不是耶穌最後一次受到試探，雖然福

音書沒有記錄往後試探的細節，路加清楚說明撒旦計畫再度試探耶穌。 

 
471 羅八 37 
472 約一二 1（現中修訂版） 
473 路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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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不可假定我們已經到達靈命成熟的境界，從此我們不可能跌倒。我們反而必須持續看顧我

們的身體與意念，撒旦喜愛在我們毫無防備的時刻攻擊，聖潔的生活要求謹慎儆醒。 

牧師及教會的領導人可能受試探，倚賴我們公開的地位做為屬靈的勝利。我們能夠假定那樣，因

為我們傳講真理，以及感受神的恩膏，所以不會跌倒。然而，星期日傳講，星期一落入撒旦的試

探是可能的，我們絕對不可仰賴過去的經驗或在教會的地位。 

o 若我們嘗試以自己的力量過基督徒的生活，我們會被擊垮 

得勝的生活不是來自本身的力量，而是聖靈的能力，聖潔的生活是每日活在聖靈持續的能力中。

我們從未達到這樣的境界，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擊敗撒旦的試探。彼得誇口：「即使別人都離棄你，

我也不…即使我必須跟你同死，我也絕不會不認你！」474彼得相信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面對撒旦

的攻擊，他很快就失敗。 

然而，當我們活在聖靈的能力中，祂賜給我們力量勝過試探。同樣地，耶穌以聖靈的能力面對試

探，我們能夠以聖靈的能力面對試探。 

再強調一次，牧師及教會的領導人可能會落入倚賴自我努力的試探中。當我們帶領公開的禱告時，

我們卻無法撥出時間與神獨處。當我們研讀，公開宣揚神的話語時，卻忘記撥出時間聆聽神透過

祂的話語個別對我們說話。我們不能容許事工的努力削弱我們個別與神同行的倚靠，以及聖靈的

能力所帶來的屬靈勝利。 

 假如我們跌倒 

約翰呼籲信徒過著勝過罪的生活：「我的孩子們，我寫這些是要使你們不犯罪」475。沒有屬靈失

敗的生活是可能的，然而約翰替那些落入罪的人。他說：「如果有人犯罪，我們有一位公義的耶

穌基督，替我們向天父陳情。」476 這樣的平衡很重要，但經常被忽略。 

一方面，有那些只強調這段經文前半部的人： 「我的孩子們，我寫這些是要使你們不犯罪。」

他們宣講我們能夠、也應該過著不任意犯罪的生活，然而對那些在軟弱時刻跌倒的人，他們沒有

任何信息。 

 
474 可十四 29-31（現中修訂版） 
475 約一二 1（現中修訂版） 
476 約一二 1（現中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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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許多只強調這段經文後半部的人：「如果有人犯罪，我們有一位公義的耶穌基督，

替我們向天父陳情。」他們暗指得勝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必定持續落入罪中。 

約翰提供適當的平衡，首先，得勝的生活是可能的，我不需要屈服於撒旦的試探。但是第二點，

假如我在軟弱的時刻跌倒，我有一位中保，就不需要放棄基督徒的路程，我不需要感到絕望。是

的，神會管教我，但是祂像慈愛的父親管教孩子般管教我，為了「結出公義的平安果子」。祂 

「管教是為了我們的好處，使我們有份於他的聖潔」。477 

撒旦想要說服基督徒倚賴表現，作為取悅神的方法，牠想要我們忘記我們已經與神和好，現在是

祂的兒女。當我們還是罪人時，我們「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思想「既已和好，就更

要因他的生得救了」。478 

當我們是罪人時，我們無法贏得神的恩惠，祂透過祂兒子的死讓我們與祂和好。現在保羅說：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有些基督徒似乎相信「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但我藉由足

夠的良善配得神的愛，我依然得救。」 

這就好比父母親說：「是的，我非常愛你，所以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但現在你必須藉由每日的表

現贏得我的愛。」這不是慈愛的父母！這不是我們慈愛的天父。 

正如我反而倚賴神的恩典，祂先帶領我進入屬靈的生命，我倚賴恩典保守我在靈性上活躍。假如

我跌倒，我必須再度倚賴神的恩典，讓我恢復靈性的健康。 

  

 
477 希十二 10、11 （現中修訂版） 
478 羅五 10。 



 

165 

他找到祕訣…… 

戴德生（Hudson Taylor） 

現代最有影響力的宣教士之一是創立中國內地會的戴德生，透過循理會信

徒的母親為他禱告，他 17 歲時信主。他學醫，在 21 歲時遠渡重洋到中國擔

任宣教士。 

戴德生 28 歲時因為肝炎回到英國，接下來的五年，他尋求神的帶領，他相

信神要他號召宣教士到中國內地宣教。34 歲時，戴德生和瑪麗亞帶著孩子

及其他 16 位宣教士航行，這是中國內地會的第一批宣教士。 

戴德生的名言之一就是，「以神的方式成就神的工作，神的供應從不短缺。」我們時常把這些話

解讀成有關錢的聲明，但是對戴德生而言不只是如此。他相信神會供應金錢、確據、信心、平

安、力量和所有完成神的旨意所需的事物。在擔任中國內地會領導人的五十年期間，戴德生看見

這個應許實現無數次。 

1869 年，戴德生遭遇個人靈命的重大危機，他因為試探與失敗感到掙扎。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

提到：「我從不知道我有多麼壞心」，但他也說：「我知道我愛神，愛祂的工作，渴望單單服事

神，凡事服事祂。願神幫助我更愛祂，更有果效地服事祂」。 

1869 年 9 月 4 日，戴德生見證神以新的方式將祂的靈澆灌在他的生命中。他寫信給一位同工：

「神使我成為新造的人！」戴德生重新確認神在他生命中的同在的關鍵，乃是來自宣教同伴麥卡

尼（John McCarthy）信中的一句話。戴德生一直尋求透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更穩固的信心，以及神

同在的確據。麥卡尼寫道：「我們如何強化自己的信心呢？不是透過努力追求信心，而是倚賴信

實的那一位。」 

戴德生寫給他的妹妹： 

「當我讀信時，我完全懂了！『如果我們失信，祂依然信實』，我仰望耶穌（當我看見

時，噢，多麼喜樂啊！）並看見他說：『我永不撇下你。』」 

「我想『啊，有安息！』我盡力要安息在祂裡面，卻是徒勞，我不再掙扎。因為主不是應

許要與我同在，絕不撇下我，絕不讓我失望嗎？親愛的，祂永遠不會。」 

「我看見耶穌不僅不會離開我，我是他的身體、他的肉身、他的骨頭的一份子。葡萄樹不

只是根部，而是全部，根、莖、枝子、細枝，葉子，花朵及果實。耶穌不是那麼單一，他是土

壤、陽光、空氣、陣雨，超過我們所夢想，所希望或所需的一萬倍。哦！看見這個真理何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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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我確實祈禱你理解的雙眼也能得到啟迪，你可以認識並享受在基督裡白白賞賜給我們的豐

盛。」。 

此刻戴德生了解像基督不是透過努力，而是透過與賜下生命的葡萄樹聯合，像基督來自認同基

督。他的兒子後來寫道：「他長久已經知道降服，但這是更多的降服，這是新的降服，樂意且沒

有保留地獻出自我及一切給神」。 

這不是短暫的情緒經驗，30 年後，戴德生回顧過往並寫下：「我們不要忘記透過神的話語所得

到的祝福，約翰福音四章 14 節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當我們從字面意義了解

基督所說的話，他說永遠不渴，就是永遠不渴。當我們接受這份禮物時，我們的心湧流喜樂。」

請注意這句話「當我們接受這份禮物時」，戴德生了解神使人成聖的恩典是要接受的禮物，不是

賺取的成就。 

神的恩典的經歷並沒有讓戴德生的餘生輕鬆，他在隔年吃盡苦頭。他的兩個孩子過世，太太瑪麗

亞 33 歲就撒手人寰。後來戴領導內地會歷經義和團叛亂的恐怖，79 位內地會的成員在那段人心

惶恐的日子被殺害。 

但是經歷這些事，戴德生始終信靠神會供應一切所需。在這段艱困的日子，有一位聖公會的主教

拜訪戴德生，主教寫道：「此人都快六十歲了，他承載無比的重擔，卻是如此平靜無憂。」為什

麼？因為戴德生是與葡萄樹連結的人，他安息在基督裡。他是「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神在

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479。 

對戴德生而言，這次的經歷不是靈命成長的結束，他的「安息在基督裡」也不表示不需努力。每

天早晨，無論事工的壓力多大，在開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戴德生利用兩個小時禱告讀經。他和保

羅都了解，我們必須「向著標竿直跑」。但這是倚賴神的力量的果效，不是倚賴戴德生的力量。

戴德生現在知道，甚至起床開始讀經的力量都是神賜下能力的恩賜。戴德生能夠像基督，因為他

是「在基督裡」。 

戴德生的兒子回想父親的禱告生活及神的話語，安息在基督裡並非意謂戴德生忽略屬靈操練的必

要。 

對他而言，克服每一天、每小時與神團契所產生的怠惰，他發現這個秘訣只能透過私密的

禱告以及倚靠神的話語維持，神透過祂的話語向等候的靈魂啟示祂自己。對戴德生而言，在動盪

不安的生活中撥出時間禱告讀經非常不容易，但是他知道這件事無比重要。 

 
479 彼前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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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斗大的房間內，他們會用布簾之類的東西隔出一個角落給他們的父親，另一個空間給他們

自己。最後過了就寢時間，屋內總算有些許的安靜，他們會在此時聽見摩擦火柴盒的聲音，看見

閃爍的燭光，這些舉動說明無論戴德生多麼疲累，他正在研讀總是拿在手邊的兩冊小聖經。清晨

兩點到四點通常是他禱告的時間，他確定這段時間不會受到打擾，可以等候神…戴德生發現宣教

生涯最困難的部分，就是維持固定的禱告及讀經時間。他說：「當你應該禱告及讀經的時候，撒

但總是找事情讓你做。」 

今天，共有 1600 位宣教士在海外基督使團工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國內地會。透過基督使團的事

工，數百萬中國信徒得以歸向基督，這是一位生命與基督聯合的人所結出的果子。480 

神聖主愛 

查理•衛斯理 

 

神聖主愛，超乎萬愛，  

天上歡樂降人間 

懇求屈尊居我心中 

超過尋常恩萬般 

耶穌，主是萬愛結晶 

憐憫慈悲集大成 

求携救恩惠然來臨 

進入顆顆戰慄心 

求主完成再造深恩 

使我潔清無暇疵 

使我得見宏大救恩 

再得歸回主愛裏 

更新變化，榮上加榮 

直到永住天國 

站立主前擲下冠冕 

忘形主愛驚奇中

 

 

 

 
480 資料改編自戴存義醫生夫婦的《屬靈的秘訣--戴德生信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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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概要 

 

ü 使徒呼召每一個基督徒成為聖潔 

ü 聖潔是像基督 

o 聖潔是擁有聖潔的心：像基督的心思意念 

o 聖潔是擁有聖潔的手： 像基督的行為 

o 聖潔是擁有像基督的愛 

ü 使徒書信說明聖潔在每日生活中的樣式 

o 你們已經成聖；你們正在成聖的過程中 

o 你們是聖徒，你們必須活得像聖徒 

o 神使你們聖潔；你們務要追求聖潔 

 

ü 透過住在我們心裡的基督的靈，我們有能力過聖潔的生活 

ü 我們過著「在基督裡」的聖潔的生活，我們舊有的生命是「在亞當裡，新的生命是「在基督

裡」。 

ü 聖潔的生活奠基於持續與葡萄樹連結的關係 

作業 

1) 準備一篇「像基督的生命」的講道，對比兩種生活方式：在亞當裡的舊生命及在基督裡的新

生命，說明在基督裡如何讓我們有能力勝過罪。 

 

2) 開始進入下一堂課時，每位學生都要背誦腓立比書二章 1-5 節。 

 

 

 

 

 

 

 

 

 

 

 



 

169 

第十一課 

聖潔是與神不間斷的交通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時，學生應： 

(1) 歡喜於神預言的應許實現 

(2) 認清教會團契是為天上團契做預備。 

(3) 委身於積極參與鼓勵在聖潔成長的地方教會。 

(4) 背誦啟示錄廿一章 2-3 節 

約翰：看到神的計劃實現的人 

旅行到愛琴海的拔摩島，這不是美麗的加勒比海或南太平洋島嶼，而是監獄島。拔摩島是荒蕪與

寂寞的島嶼，你會在那裡發現所愛的門徒約翰過著放逐的生活。 

約翰是個老人，他忠心地事奉神，也是聖潔生活的榜樣。他曾在以弗所的教會服事、照顧耶穌喪

偶的母親，並在整個小亞洲地區傳道。 

身為耶穌最後一位活著的門徒，約翰在可以享受這個榮

耀的年紀，他被放逐到拔摩島。他很孤獨，可能覺得他

在神的工作中不再有用。 但是在耶穌升天約六十年後的

一個主日早晨，約翰「被聖靈感動」，聽見有大聲音如

吹號。  

當約翰轉向聲音時，他看到那捨己的基督。耶穌的頭髮

像羊毛一樣潔白，眼睛像火一樣，雙腳像青銅一樣閃閃

發亮，嗓音像大瀑布的鳴響。他的臉閃閃發亮。 約翰看

到 「從父那裡來的獨生 子 的榮耀，充滿了恩典和真

理。」481 

在啟示錄中，我們與約翰進到天堂，看到神的計劃實現，聖潔的子民將永遠與聖潔的神居住在不

間斷的交通中。

 
481 約一 14 

祈求聖潔的禱文 
主啊，在我們最後一次覺醒時 
帶領我們進入天堂的居所和大門 
進入那扇門，住在那裡 
 
在哪裡 
沒有黑暗，只有一道光 
沒有噪音，只有一首音樂； 
沒有終點，沒有起點，只有一種永恆 
 
在祢的榮耀和統治中 
世界無止境。 

約翰·多恩 (John Donne) 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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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世界 

 失落的完美世界 

在課程的開始，我請你想像創造後在伊甸園的日子。那是一個完美的世界，到處都是花草樹木。

那是一個沒有罪及其後果的世界，那是一個沒有痛苦，眼淚或死亡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那是

神與人之間關係完美的世界，沒有什麼事物將人與造物主分開。 

可悲的是，罪破壞這個完美的世界。 雜草長在花叢中，和平的動物變成危險的掠食者，人忍受

苦難、痛苦和死亡。最重要的是，神與人之間的完美關係遭到破壞。 由於罪，人從伊甸園中被

驅逐，禁止進入生命樹的道路，撒但似乎已經擊敗神對祂子民的旨意。 

 應許完美的世界 

但這不是結束，神在整本聖經中表明祂的計劃，祂要建立像祂一樣的子民，祂渴望塑造聖潔的子

民。舊約的先知應許神有一天會使祂的子民成為聖潔，並讓他們返回聖地，啟示者約翰一再指向

這些應許的實現。  

以西結看見神將在祂的聖民中居住的日子。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

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的耶和華。482 

神將使以色列成聖； 祂將使祂的子民聖潔。祂將住在祂的子民當中，以西結書卅七章 27 節的應

許在啟示錄廿一章 3節應驗。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

們的神。 

當神住在祂的聖民當中時，神最終的旨意將得以實現。像以西結一樣，撒迦利亞預見神對祂子民

的旨意實現的日子。 神應許：「我來要住在你中間。」483 

 
482 結卅七 27-28. 
483 亞二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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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三章描述神對祂的子民的計劃，在撒迦利亞的異象中，大祭司穿著骯髒的衣服代表以

色列的污穢。神有一天會潔淨祂的子民，以色列的骯髒衣服將由純亞麻代替。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又對約書亞說：「我使你脫離罪

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484 

撒迦利亞書的最後幾節經文包含舊約中最輝煌的圖像之一。 

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句話。耶和華殿內的鍋必如祭壇前的碗一

樣。凡耶路撒冷和猶大的鍋都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為聖。凡獻祭的都必來取這鍋，煮肉在其

中。485  

馬的鈴鐺上將刻著大祭司冠冕上的字，486普通的鍋像神聖的「壇前的碗」一樣聖潔。耶路撒冷將

是神所定意的樣式，整個城市將成為神的居所。 

神會完成祂的旨意； 祂將擁有住在聖城的聖民。撒迦利亞的異象在啟示錄廿一和廿二應驗，神

的子民將生活在祂的同在中。 「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487 

 恢復完美的世界 

聖經藉由描述因墮落而失去的完美世界開始，它藉由描述一個完美的世界結束，這個世界等待那

些允許神在他們的生命中完成祂的計劃的人，聖城是為神的聖民而預備。 

像伊甸園一樣，聖城是一個完美的世界，到處都是花、樹木和美味的水果。 一切都很美：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488 

因罪惡，人被逐出伊甸園和生命樹。在啟示錄中，生命樹再次可供人使用。 

 
484 亞三 4. 
485 亞十四 20-21. 
486 出廿八 36-38. 
487 啟廿一 3. 
488 啟廿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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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是一個沒有罪的世界，讀者有時會對啟示錄的中間幾章感到恐懼。這些篇章描述將要臨到世

上的審判，許多讀者想要跳到最後幾章描述天堂之美的圖像。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這卷書中間

的部分。為了使聖潔的子民與聖潔的神生活在不間斷的團契中，罪的權勢必須被斬斷。 

啟示錄描述撒但對神子民的仇恨，約翰看到「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489任憑獸「與

聖徒爭戰並制伏他們」。490有一段時間，邪惡似乎擊敗神的聖民。但是，野獸最終將被擊敗。491

神的子民最終將取得勝利，神必成就祂的的旨意。 

縱觀歷史，神的子民一直相信聖潔的神會做正確的事。當詩人呼求公義時，神的聖潔使他有信

心。 「因為你不是喜悅惡事的神，惡人不能與你同居。」492在啟示錄中，約翰聽見殉道者的呼

喊：「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493   

神的聖潔向神的子民確保公義得以伸張，約翰寫信給在羅馬的迫害之下受苦的基督徒，他應許

「聖潔與真實」審判全地的法官有一天會為祂的子民帶來公義。 啟示錄呼籲神的子民保持信實，

知道聖潔的神會為祂的聖潔子民申冤。 啟示錄瞻望當撒旦被擊敗，神的聖民將安然居住的時候。 

天堂是聖城，是一個沒有罪惡或被罪惡影響的城市，是一個沒有悲哀、眼淚、疼痛與死亡的地方。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

了。」494 

但是有更甚於美好的事，伊甸園最好的部分是神與人之間的完美團契。在園中，亞當和夏娃與神

同行，並與祂面對面交談，沒有什麼事物使神和人分開。在天堂，我們將生活在與神完美的交通

中， 沒有什麼事物將神與祂的子民分開。495 

   

 
489 啟十三 1  
490 啟十三 7 
491 啟十五 2 
492 詩五 4 
493 啟六 10 
494 啟廿一 4 
495 啟廿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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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

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約翰描述天堂是一個沒有恐懼、痛苦或死亡的地方，在遠古世界引起恐懼的一切事物（未知的海

洋，夜晚的危險，疾病的威脅）都將消失，永恆的平安植基於神的同在。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見他的面。他的

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

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496 

聖潔的子民總是渴望見到神， 摩西求見神，但不得看見祂的面。497大衛禱告：「我幾時得朝見神

呢？」498耶穌應許內心純潔的人將「見神」499，這個應許在啟示錄中應驗。 「他們將看到他的臉，

他的名字將出現在他們的額頭上。」500 

魏樂德（Dallas Willard）講述一個孩童的母親去世，有 一天晚上，男孩害怕又孤獨，他要求在父

親的臥室睡覺。到了半夜男孩醒過來，他問父親：「你轉臉向我嗎？」父親回答：「是的，我轉

臉向你。」這就夠了，這個孩子安然睡著。在天堂裡，聖潔的子民會見到神的面。祂的臉將永遠

轉向我們，我們將有平安。 

神的計劃將會成就！伊甸園將被恢復。擁有聖潔的心和聖潔的手的人將與聖潔的神永遠生活在一

起，這是神對祂子民的計劃。 

聖潔是與神不間斷的交通 

約翰看到神對祂子民的計劃的異象，那是聖潔的子民居住在聖城的異象。約翰在啟示錄中三次描

述我們永恆的住所為「聖城」，501這是聖潔的神、聖潔的天使和聖潔的子民的家。這個美麗的城

市是完全聖潔的地方，只有聖潔的子民可以居住在那裡。 

啟示錄廿一章描繪天堂的美麗圖像，但是它也包含以下警告： 

 
496 啟廿二 3-5 
497 出卅三 18-20 
498 詩四十二 2。禱告的另一種翻譯是：「我什麼時候來見神的面」？（ESV腳註）。 
499 太五 8 
500 啟廿二 4 
501 啟廿一 2；廿一 10；廿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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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

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502 

天堂是聖城，神不會允許罪惡毀滅那個城市的純潔。老牧者說：「天堂是為聖潔的子民預備的聖

地。」只有聖潔的人會喜歡在這個聖城生活。 

自我為中心的人不會喜歡以神的羔羊為主要吸引力的城市，一個生活在追求罪中樂趣的人在全然

純潔的城市不會快樂。一個不愛神的人在一個永恆敬拜神的城市會感到無聊，聖城是為聖潔的子

民而設計的。因為神的子民是聖潔和純潔的，所以他們將在這個城市永遠與祂同住。 

以西結書四十到四十八章的應許在新耶路撒冷應驗，但是讀者很快看到以西結的異象與它在啟示

錄應驗的差異。在以西結的異象中，聖殿坐落在城市中心。 在新耶路撒冷「未見城內有殿，因

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503神本身就是聖殿！ 整個城市成現在是為神和祂的子民分別出

來的「聖地」。 

神與人在園中享有的不間斷的交通得以恢復，有罪的亞當與夏娃躲避神的面的恥辱和恐懼消失。

我們將仰望神的臉，聖潔的子民將與聖潔的神享受不間斷的交通。 

在舊約中，神將以色列分別出來成為「君尊的祭司和聖潔的國民」。504在啟示錄中，教會是「神

的國度和祭司」。505與以色列國不同，這個國度是「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

各方來的。」506 創世記十二章 3節的應許在啟示錄七章 9 節應驗。 

猶如以色列只有透過保持聖潔才能夠完成作為國度的祭司的使命，教會只有聖潔才能夠履行使命，

神的子民必須聖潔。在舊約中，利未人身穿白色細麻衣象徵他們的純潔。 約翰以同樣的方式表

明聖徒要純潔，507只有那些「洗淨自己袍子」508的人才能進入城市，聖潔的子民將與聖潔的神安

然居住。 

 

 

 
502 啟廿一 8 
503 啟廿一 22 
504 出十九 6 (新譯本) 
505 啟五 10 (新譯本) 
506 啟七 9 
507 啟三 4-5；六 11；十九 8 
508 啟廿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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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操練：當我不感到聖潔時 

這聽起來很熟悉嗎？ 你聽到挑戰你追求更深的聖潔的講道，你禱告並委身於聖潔的生活。在接

下來的八週，你的靈命成長，你看到聖靈的果子在生活中增加，你發現對神和鄰舍有更深的愛。 

突然，你遇到了瓶頸。你仍然與神同行；你未犯任意妄為的罪；你愛神並愛你的鄰舍。但是透過

身體的病痛、情緒的壓力，甚至是事奉的壓力，你意識到：「我不覺得自己在聖潔中成長。 怎

麼回事呢？」 

當你不感到聖潔時，你如何繼續聖潔的生活呢？ 你放棄並說出「聖潔是不可能的」嗎﹖ 你回到

祭壇了嗎？ 你如何繼續行在聖潔中呢？ 

�你經歷過這樣的挑戰嗎？ 你如何回應呢？ 

 「當我不感到聖潔時，我必須憑著信心行。」 

在第二課中，我們看到聖潔是「與神同行」。亞伯拉罕與神同行，走到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國家，

他以順服和信心與神同行。509四千年後，讀到關於亞伯拉罕的信心聽起來非常刺激。但是讓你自

己設身處地—日復一日走在崎嶇的土地上，沒有盡頭，甚至你都不知道要去哪裡。你認為亞伯拉

罕每天早上醒來時都為這一天感到興奮嗎？ 我不這麼認為！ 我相信他有時候會說：「我今天不

想走路。」但亞伯拉罕繼續與神同行。  

我們讀到挪亞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與神同行」，周遭被異教的偶像崇拜者和不斷設計新方法行惡

的人圍繞，挪亞與神同行。你認為他每天早上醒來時都為這一天感到興奮嗎？ 我懷疑他有時候

感到精疲力竭和沮喪，但是挪亞繼續與神同行。 

聖潔的生活的關鍵是要記住，我們得救和成聖是靠著恩典，藉著信心；我們靠著恩典和藉著信心

繼續在聖潔中成長。有些人了解他們是靠著恩典和藉著信心得救，他們甚至知道他們是靠著恩典

和藉著信心成聖。但是他們隨後落入陷阱，認為持續的成長取決於自己的努力。 

 
509 創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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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生活有包含紀律嗎？絕對有！我們必須繼續「治死我們在地上的肢體」 嗎﹖510是的。我們

必須繼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嗎﹖

511 當然！ 

但是你不可忘記，「治死」、「努力面前的」和「向著標竿直跑」是透過「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的能力完成。512祂是賜予渴望（意志）的那一位，祂是賜予能力（工作）的

那一位，祂在我們裡面動工以完成使我們聖潔的旨意。當你不感到聖潔時，你在神的恩典中安

息，祂每天將你改變為祂的形像。 

 當我不感到聖潔時，我必須在祂的聖潔中安息。” 

在第五課中，我們看到完全不是毫無瑕疵的表現，而是心要專一委身於神。在第七課中，我們學

習耶穌的命令，「完全」是專一愛神的命令。 基督徒的完全與表現無關，而是關乎愛。 

我們聖潔，只因為神是聖潔的。我們的身份是「在基督裡」，祂使我們聖潔。 福音的偉大真理

之一乃是，我們不再掙扎著以自己的力量達到聖潔。我們可以在基督裡安息，我們成為基督徒、

聖徒和聖潔的子民的身份是在祂裡面。 

柯若柏（Robert Coleman）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內容關於當我們無法表現完全時，完全地愛神代

表什麼意思。在一個炎熱的夏日，柯博士在他的花園裡工作。 當他的小男孩看到爸爸在陽光下

流汗時，他決定給爸爸一杯水。男孩拿起一個髒的杯子，他從院子的一個水坑裝滿水，然後把它

拿給爸爸。柯博士說：「玻璃杯很髒，水很渾濁。但水是完美的，因為它來自愛的心。」那是我

們有限的完全的圖像， 我們將破碎、不完全的事奉給接受它的神，因為它來自愛的心。 

神接受我們破碎的努力，將它們改變為超乎我們想像的事物—因為我們的聖潔僅僅是祂無限聖潔

的影子。甚至我們最大的愛也受到人的限制的影響，但是當我們安息在祂的聖潔中，我們了解順

服「要聖潔」的命令只有透過祂才能完全成就。憑著專一的愛心，我們為祂帶來渾濁的杯水—祂

將它改變為純淨與發亮的事物，祂的聖潔使我們的聖潔得以完全。 

 

 

 
510 西三 5 
511 腓三 13-14 
512 腓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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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不感到聖潔時，我必須記住我是聖潔子民的一分子。 

啟示錄一個主要但經常被忽略的主題是教會，啟示錄始於對七個教會的系列信息。 這些信息表

明地方教會群體在基督更大的身體裡面的重要，但這不是啟示錄強調教會的目的。  

被贖回的 144,000 可以代表整個教會，亦即基督的身體。513稍後在書卷中，教會被視為羔羊的新

娘，514教會是啟示錄的焦點。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們作為地上教會的崇拜和團契乃是為我們作為永恆教會的崇拜和團契做預

備。這對我們現今教會的生活代表什麼意思呢？ 

� 如果啟示錄是基督新娘的圖像，那麼它對教會的描繪應該如何影響教會的生活呢？ 或

者以另一種方式提問—你的教會在什麼方面看起來像啟示錄中的教會呢？ 你的教會在什

麼方面看起來不像啟示錄中的教會呢？  

這個真理的一個實際結果乃是，我們的聖潔生活是與教會團契而活出來。在個人主義的現代世界，

許多基督徒想到救恩僅是就個人及私下的經歷而言。 

然而，儘管有像以諾單獨與神同行的個人實例，聖經中有更多的例子顯明神的兒女作為身體的一

部分與神同行。以色列的純潔律法是針對「神的子民」， 以色列不僅是一群人，更是以神的形

像共同成長的聯合身體。                                        

新約教會不僅是一群剛好屬於同一「俱樂部」的人，教會過去是，現在也是基督的身體。啟示錄

的聖徒作為身體的一部分面對殉道，甚至當他們獨自死亡時，他們知道他們是普世教會的一分子。

啟示錄的聖徒作為身體的一部分過著聖潔的生活， 他們是純潔新娘的一分子。甚至當約翰在拔

摩島上被孤立時，他知道他是普世教會的一分子。  

  

 
513 啟七 4-8; 十四 1-5。詮釋者對這 144,000 的身份有不同看法， 有些人認為這個數字是在大災難發生之前或期間猶

太教歸信者的實際人數， 其他人將此視為教會的象徵。 無論如何，它們現在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有

一大群人，沒有人能數得過來，是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來的。」（啟七 9）。 
514 啟十九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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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到人們說：「我愛耶穌，但我不愛教會」。這是基於對教會悲劇性的誤解！ 如果教會是基

督的新婦，我必須愛教會。 （作為丈夫，我將不會因為有一個人對我這樣說而感到非常快樂：

「我愛你—但我鄙視你的妻子」。）教會是信徒的身體，他們以神的形像一起成長。 

我們不是被創造要獨自生活，約翰．衛斯理說：「所有聖潔

是社會的聖潔。」他的意思是我們成長為身體的一部分。 那

是對循道會小班的激勵， 它們幫助激勵每個成員的成長。 

這對現今的我們意味著什麼呢？ 聖潔的人是聖潔教會的一分

子，我們在聖潔中成長為聖潔身體的一部分。 當我掙扎時，

神把成聖後的追求者帶到我身邊，在我軟弱的地方鼓勵我。另一方面，當神在一個地方給我幫助

時，我可以鼓勵較軟弱的弟兄。聖潔的生活定意在充滿聖靈的信徒群體中被活出來，這些信徒使

神的愛在我們的世界體現。 

希伯來書的作者非常了解這一點。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

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515 

為了鼓勵受迫害的基督徒堅守信心，他說當你們在一起聚會並互相鼓勵的時候「彼此相顧」。欽

定版使用這個說法：「激發愛心，勉勵行善。」教會的部分功能是鼓勵每個會友追求更深的愛與

聖潔。 

當你不「感到聖潔」時，允許神鼓勵你透過祂安置你的身體裡面的基督徒更進一步成長。你是

「普世教會」的一分子，也是地方身體的一部分。神把你放在那裡是有原因的，允許你的信徒同

伴激發你在聖潔的生活中有更大的成長。 

  

 
515 希十 24-25 

當有人認為展開聖潔生活時，他必須

始終獨自與神在一起，他對其他人不

再有用。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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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找到秘訣…… 

芬尼‧克羅斯貝（Fanny Crosby） 

芬尼‧克羅斯貝兩個月大時，醫生的誤診使她永久失明。幾個月後，

她的父親去世。她的母親在當女傭時必須長時間獨自離開家庭，芬尼

知道在一個被罪惡詛咒的世界，生活是困苦的。  

芬尼‧克羅斯貝的讚美詩見證她對基督的委身，她已將自己的意志完

全降服於神的心意。 克羅斯貝用美麗的詞彙禱告，我志消失你旨裡。 

今歸主為聖，終身歸主用，求賜能力作聖工； 

以信心仰望，以口舌宣講，心口一致常讚揚。 

靠著你恩典，求你分別我，從此專一侍奉你； 

讓我靈望你，有堅定把握，我志消失你旨裡。 

 

芬尼‧克羅斯貝明白聖潔是對神完全的愛，也是對我們鄰舍完全的愛。她把時間和金錢都花費在

服事酗酒和無家可歸的人，她和丈夫放棄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她愛神，也愛她的鄰舍，芬尼‧克

羅斯貝在像基督和完全的愛中成長。 

芬尼期待 「他們要見他的面」這個應許實現的那個日子，當有人對她的情況表示同情時，芬

尼‧克羅斯貝回應她為失明而歡喜，因為：「當我到了天上，我首先看見的那個令我眼目愉悅的

臉龐將是我的救主的臉龐，我將面對面看見祂。」 

第一羨慕是救主 

當我人生工作畢，要從漲潮橫渡過， 

離開所有試探、煩惱和火煉； 

當我一登彼岸時，我必認識我救主 

首先歡迎我的就是祂笑臉。 

我進永遠門戶，身穿光明潔白衣， 

祂領我到永無眼淚的住處； 

與蒙愛者同歡唱，喜樂歌聲無窮盡， 

但我第一羨慕是見我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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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概要 

ü 聖潔是與神不間斷的交通。 

ü 從創世記三到使徒書信，神應許恢復祂與人之間的親密交通， 這個應許在啟示錄應驗。 

ü 啟示錄顯示聖潔的子民與聖潔的神保持不間斷的交通。 

ü 教會團契是為天上團契做預備，地上（不完美的）的教會是永恆教會的模式。 因此，我們應

該尋求在此處的教會生活仿效彼處教會的合一。 

作業 

1) 想像有人對你說：「我愛耶穌，但不是教會。」寫一到兩頁的信告訴這個人，愛耶穌應該導

向愛耶穌的新娘--教會。說明聖潔的心如何激發對神的教會的愛，說明成為教會的一分子將

如何幫助我們在聖潔中成長。 

2) 開始下一堂課時引用啟示錄廿一章 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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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聖潔的生活可能嗎？ 

本課目標 

本課結束時，學生應： 

(1) 認知神對聖潔的命令在祂使我們聖潔的應許中實現。 

(2) 完全順服神對聖潔的呼召。 

(3) 每天委身於在聖潔中成長。 

(4) 背誦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23-24 節。 

保羅： 追求聖潔的人
516

 

想像於西元 34 年與大數的掃羅對話，你問：「你是聖潔的人嗎？」掃羅會回答：「當然, 我是聖

潔的﹗我根據律法受割禮，我是法利賽人，律法的每一個細節我都恪守不渝，我是義人。」掃羅

認為自己是聖潔的，因為他小心翼翼地遵守律法，他試著透過良善的行為贏得神的恩惠。 

但在前往大馬色的路上，掃羅面對面見到復活的主，他認知他的義就像污穢的破布一樣。他逼迫

的不是假教師，而是真實的彌賽亞。他無法順服完全的律法，亦即以完全的愛來愛神及鄰舍。在

前往大馬色的路上，保羅找到邁向聖潔的新道路：「…不是擁有來自律法的我自己的義，而是透

過相信基督，是倚靠信心從神而來的義。」517 

想像與西元 60 年的保羅對話：「保羅，你現在知道通往真實的義唯一的道路是藉著相信基督。

這意謂雖然你罪惡滔天，基督會算你為聖潔嗎？」 

保羅會震驚地回應：「這是不對的﹗義只有來自相信基督，但神不會讓我們陷落在信主前的罪惡

景況。閱讀我的見證，我的目標是『我可以認識基督，體驗他復活的大能，分擔他的苦難，經歷

他的死。』我的目標是像基督，藉著信心的救恩不是允許我們活在罪惡中，藉著信心的救恩讓我

們有能力像基督。慈愛的神透過內住的聖靈，讓祂的兒女有能力過著聖潔的生活。」518 

�複習你學到有關聖潔的功課，你擁有聖潔美的圖像嗎？你相信聖潔的生活是神給祂的子

民的應許嗎？ 

 

 
516 腓三 4-6 
517 腓三 9 
518 腓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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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生活可能嗎？ 

在聖潔的課程中，我們看到神命令祂的子民要聖潔。但許多人閱讀神的命令並回應：「這根本不

可能﹗我無法成為聖潔。」基督徒必須準備面對日常的打擊和沮喪的盼望生活嗎﹖我們必定無法

享受神對聖潔生活的供應嗎﹖或是我們能夠享受神對祂子民美好的旨意呢﹖ 

神的話語見證聖潔的生活是可能的，從以諾到帖撒羅尼迦的外邦信徒，聖經教導聖潔的生活是可

能的。 

在利未記和彼得前書，神囑咐：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519  神沒有在任何地方給予

命令，卻沒有賜下順服所需的供應。神是慈愛的父親，祂不會以不可能的命令讓祂的兒女感到挫

折。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順服祂的命令，但神的恩典給我們力量順服祂的命令。 

尤瑞教授（Professor Bill Ury） 說：「誡命乃是神是誰的圖像，也是我們能夠成為的樣式的應

許。」520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命令告訴我們神是誰，祂是聖潔的神。這個命令表

明我們可以成為的樣式，我們能夠成為聖潔。 

歷史上的基督徒說明聖潔的生活是可能的，歷代的基督徒發現聖潔的生活是神兒女的特權。各行

各業的人發現安息在聖靈能力中的喜樂，他們找到專心一意愛神及愛鄰舍如同自己所帶來的平安。 

神所賜下對聖潔的渴望見證聖潔的生活是可能的，每位信徒渴求能更深地與神同行。真實的基督

徒想要更親密地與我們的父同行，真實的基督徒想要像基督，神在祂兒女的心中種下與祂自己有

進深關係的渴慕。我們能夠確定，慈愛的天父不會沒有提供滿足渴慕的方式就賜下這種渴慕，聖

潔是每位信徒喜樂的特權。 

聖潔的心是給你的嗎？ 

許多年前，有一個窮人夢想乘船橫越海洋。多年下來他總算存夠了錢，可以買一張船票。但付完

船票的錢後，他身上幾乎沒什麼錢。他聽說遊輪會供應美味的佳餚，但他知道那些美食非常昂貴。

為了省錢，他準備麵包和起司放在行李箱內。 

每天當乘客到餐廳用餐時，這個人到自己的房間啃麵包與起司。他很高興自己能在這艘船上，但

時常希望自己能享用餐廳的美食。航程的最後一天，他決定到餐廳吃一餐，他把身上僅剩的每一

 
519 利十九 2； 彼前一 15-16。 
520 電子郵件的通信，2016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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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錢都帶著，希望能有足夠的錢購買一餐。當服務生問： 「怎麼都不見你的人影呢﹖我們整個

禮拜都替你保留餐桌，餐費包含在船票內，費用早已付清。」521他驚訝不已。 

許多基督徒就像這位窮人，聖潔的生活的喜樂、完全降服神的平安，以及活在聖靈能力中的得勝

—都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得到供應。基督全額付清，但是我們卻生活在此特權之下。 

假如聖潔的心是給每位信徒的，為什麼基督徒不應該享受這樣的特權呢﹖我們經常容許撒旦欺騙，

誤解聖經的教導，撒旦的謊言阻止我們享受神定意給祂的兒女的特權。 

v 「聖潔的心是不可能的」 

許多基督徒認為聖潔的心是不可能的，他們閱讀聖經的命令與應許，但他們認為：「對亞伯拉罕

沒有問題，但我永遠無法成為『神的朋友』。」 

那些說「聖潔的心是不可能」的人是在講述痛苦的經驗，他們嘗試過聖潔的生活，卻以失敗收場。

或許他們遵循與聖潔有關的外在規定，或許他們嘗試透過嚴格的自我紀律控制罪惡的態度和行為，

或許他們甚至見證純潔的心。如今他們決定「要聖潔，像主你的神聖潔一樣」是不可能的。 

想像一個人在學鳥叫，他不停練習直到他吹口哨的調子像知更鳥。他如此熟練，鄰居會以為是知

更鳥在唱歌，但這個人不是鳥﹗他可以模仿聲音，但他不知道這個聲音是什麼意思。他可以模仿

鳥，但他不知道鳥在歌唱時的感受。他有外在的行為，但是沒有內在的真實。 

許多基督徒學習聖潔的人的語言，甚至行為，他們使用那些字句，但內心沒有這樣的經驗。他們

以外在的行為替代內在的真實，這很快導致失望及挫敗。 

對於撒旦的謊言：「聖潔的心是不可能的」，答案是什麼呢﹖我們對神的應許必須有信心，我們

必須相信慈愛的天父會給我們力量順服祂的命令。 

沒錯，你和我都是會犯錯的受造物，我們無法達到屬神的完全。但是神命令我們要「聖潔」，即

便我們的天性墮落，我們能夠信靠良善的神會供應恩典與能力，讓我們能順服祂的誡命。 

 
521 這則故事改編自 John N. Oswalt, Called to be Holy (IN: Evangel Publishing, 1999), pgs 149-150. 



 

184 

v 「我並不渴慕聖潔的心」 

可悲的是，有些自稱為基督徒的人並不渴慕聖潔，他們告白是基督徒，但是些微或不渴慕在基督

的形像中成長。 

吉米自稱是基督徒，但是他對聖潔的生活興趣不大。他繼續犯下任意忘為的罪，生活型態與認信

基督前沒有兩樣。我們拜訪他時，吉米提到有些人對於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謹慎。他們展現愛人

的態度，他們的行動表明渴望討神的喜悅，他們擁有聖潔的心和聖潔的手。 

吉米談論這些人對聖潔的渴慕，然後說：「我不在乎成為聖潔，我的牧師告訴我假如我悔改認罪，

相信耶穌為我的救主，我就會上天堂。我只在乎上天堂，其他的我不需要﹗」 

吉米的問題是什麼呢﹖他沒有渴慕聖潔，我害怕吉米不太了解成為基督徒的意義。重生的人應該

想要像基督，真實的基督徒應該渴慕聖潔的心。 

若你並不渴慕聖潔的心，答案是什麼呢﹖或許你真的重生，但是過往的經驗令你失望，聲稱聖潔

的偽君子讓你幻滅，或是你從未在聖經中看到聖潔的心的信息。若是如此，祈求神賜給你對聖潔

的心的渴慕。 

v 「我夠聖潔了」 

我們能夠告訴自己最危險的謊言或許是：「我夠聖潔了。」有些人因為穿著的方式、教會的會友

資格或是「屬靈的恩賜」，他們相信他們是聖潔的。一旦我說服自己： 「我夠聖潔了」，將不

會在聖潔方面有更進一步的成長。 

聖潔的人身上無誤的記號就是渴望在聖潔中成長，我在聖經中或是教會歷史上找不到實例，亦即

聖潔的人說：「我夠聖潔了。」一個人在像基督方面更深地成長，他就越渴慕更大的成長。 

與神親密同行的男女會說：「我非常高興與神同行，但我想要更親密地與祂同行﹗」聖潔的人樂

在與神交通，但是他尋求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當他在像基督方面成長，他感到喜樂，但也禱

告神使他更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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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膚淺的聖潔告白，答案是什麼呢﹖假如你欺騙自己而落入虛假的滿足，答案就是以謙卑面對

神完全的聖潔。假如你見到神完全的聖潔，你永遠不會滿足於膚淺的聖潔告白。當以賽亞「見主

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他認清自己需要聖潔：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

－萬軍之耶和華。」522  

當以賽亞看到神完全的聖潔，他了解自己需要純潔。膚淺的聖潔告白的療法就是更深地了解神，

當我們見到神，我們對聖潔的心擁有更大的渴慕。我們越看到神，我們就會越渴望像祂。  

通往聖潔的道路 

我們如何能夠像基督呢﹖一個渴慕被神的完全充滿的信徒，你如何

能夠得到這個美好的恩賜呢﹖通往聖潔的心的道路是什麼呢﹖ 

我們不需費力去尋找通往聖潔的道路，神的話語告訴我們通往聖潔

的道路。 

      最初的成聖 

從你新生的那刻起，聖靈就一直住在你的內心。523一瞬間，你出黑暗入光明，從那時刻起，新約

描述你為「聖徒」。 

雖然你可能仍然與試探拉扯，聖靈每天讓你勝過任意妄為的罪。當你在基督裡活出新的生命，你

週圍的人已經看到改變。為神所成就的一切歡呼喜樂﹗ 

 在成聖中成長 

當你跟隨基督，聖靈改變你內在的靈，當你「與聖靈同行」，你就不再放縱肉體的情慾。524舊有

的誘惑對你不再有吸引力，順服神讓你喜樂不斷。 

 
522賽六 1、5 
523 羅八 1-2、9-11 
524 加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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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看到有所掙扎的地方。你順服神，但有時會落入神的命令與內心的慾望之間的掙扎，神

的命令與自私的意志之間有所拉扯。你發覺完全地愛神和鄰舍很困難，你開始了解你擁有「不專

一的心」。 

 內心純潔 

當神顯明你需要更深的潔淨的範疇時，你會開始渴慕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23 節的應許，你會尋

求保羅的禱告是否為真。保羅的禱告：「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你會開始問神：

「祢想要在我的生命中成就更多的事嗎﹖我能夠成為純潔嗎﹖我內心的慾望能被改變到這個地步，

使我不再掙扎而完全順服祢嗎﹖」 

歷史上的基督徒都祈求神賜給他們純潔的心，依據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23 節，有些人使用「全

然成聖」這個名稱述說這個經驗。525其他人稱這個經驗為「更深的生命」，約翰．衛斯理使用

「完全的愛」這個詞彙。無論術語是什麼，這是想要在像基督方面成長的神兒女自然的渴望。 

當你為更深的潔淨禱告，你可能發現神在三個範疇帶領你。這不是還未認識基督前感受到的定罪，

你現在是神的兒女﹗這些範疇反而是神呼召你要擁有的聖潔的心。 

o 神將呼召你達到完全的順服 

有些信徒奮力尋找聖潔的心，因為他們仍在某些地方無法完全順服，除非順服，不然就不能與神

有更緊密的關係。 

真實的基督徒不會故意抗拒神的誡命，然而，許多基督徒找尋藉口或否認（甚至對自己）在某些

地方的草率，他們絕不會說：「神，我不順服祢」，但他們說：「神，我不認為這個有需要考慮

的重要性」，會去忽略不順服的地方。假如我們想要成為神呼召的聖潔百姓，就必須處處順服神。 

身為墮落的人，我們在自我罪惡的深處自欺。因為如此，詩人祈禱：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526 

 

 
525 「全然」是「完全」的另一個詞彙，這個詞彙用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五 23，意思不是「完全成熟」，而是指完全

的純潔和潔淨。 
526 詩一三九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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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作者禱告神鑒察並揭露他的心，他知道我們沒有能力完全認識自己的心。但當我們尋求「被

神的完全充滿」時，我們會祈禱神揭露我們罪性的每個面向。 

大衛祈禱：「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527他知道我們甚至可能對自己隱藏罪的事實，只有神

能照亮我們心中隱密的角落。 

當你尋求純潔的心，會發現神揭露你沒有反映祂的形像的態度和行為的地方。因為你想要像基督，

你願意承認自己短缺的地方，並順服神要你全然順服的呼召。 

o 神將呼召你要有降服的心 

當你尋求純潔的心，神呼召你生命的每個面向都要降服於祂。這不只是對外在的誘惑說「不」，

這是把自己完全分別為聖歸給神，把你的意志完全降服於神的心意下。 

保羅呼籲羅馬的基督徒要獻上自己「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528這些是生活順服

神的基督徒，但是保羅呼籲他們更深地降服於神。保羅呼籲他們向神說「永恆肯的答案」，並且

全然降服。 

章伯斯說明全然降服於神旨意的重要。 

為了與耶穌基督合一，一個人必須不只願意離棄罪惡，還要放下他看待事情的整個方式。

藉由神的聖靈重生的意思是指在我們能抓住其他東西之前…，我們首先必須願意放手  

在這個過程的每一個步驟，我們必須放棄聲稱自己的權利。我

們願意放棄對所擁有的一切、慾望及生活中所有事物的掌握

嗎﹖我們準備認同耶穌基督的死嗎﹖ 

…決定繼續走過危機，一切所擁有的都毫無保留地交給神，那

麼神會裝備你做祂要求你的事。529 

 
527 詩十九 12 
528 羅十二 1 
529 Oswald Chambers,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Accessed at http://www.utmost.org  

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危機

是完全降服於自己的意

志。 
章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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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勝（George Matheson）是一位蘇格蘭長老教會的牧師，他發現自己內心對神旨意的抗拒，他

渴慕專一的心，願意順服神。以下是他祈求順服的禱文： 

   

                  主啊！請奴役我，我後來必得自由， 

        強逼我放下刀劍，我後來必為征服者， 

                獨自一人時，我沉沒於生命的驚恐駭浪， 

囚禁我於祢的雙臂中，我必能剛強。 

馬德勝了解只有完全的降服，我們才能找到真實的勝利。當我們讓自己成為神的俘虜，祂釋放我

們脫離罪的綑綁。當我們軟弱時，祂使我們剛強。當我們達到完全順服神的境地，最大的勝利就

會來臨。 

o 神呼召你以信心信靠祂 

假如你全然降服神，你能夠信靠祂「藉著信潔淨你的心。」530我們成為聖潔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身為罪人，你一無所有來到基督的面前，你投身在祂的憐憫中。藉由信心，你接受神所賜白白的

救恩，祂使你成為新造的人。 

相同的道理，當你渴慕聖潔的心，你必須以信心來到基督面前。呼召你成為聖潔的神會使你聖潔，

你能夠相信祂的應許是給你的。保羅的祈禱：「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這能夠在

你的生活中成為事實，你可以相信神的應許。「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531 

以賽亞書六章—潔淨的故事 

天使高喊：「聖哉，聖哉，聖哉。」以賽亞在一旁渾身顫抖﹗以賽亞需要先看見自己的「不潔

淨」，聖潔的神才能把以色列國的靈魂託付給他。 

當以賽亞看見自己的心，他呼喊：「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他看見自己罪

性的深重，但是神沒有在這個恐懼的處境撇下他。 

 
530 徒十五 9 
531 帖前五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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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有位天使撒拉弗飛向我，手中拿了燃燒著的炭，是用火鉗從壇上取下來的，撒拉佛用火炭

碰我的嘴唇並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潔淨時常是痛苦的，當天使用火紅的碳碰觸以賽亞的嘴唇，你聽見肉因高溫發出的滋滋聲嗎﹖這

不是廉價的恩典，潔淨的過程疼痛萬分。 

然而，這個故事教導我們的真理美好又勵志。假如我們願意，神會使我們聖潔。神的目的不是要

折磨以賽亞，神的目的是要潔淨以賽亞。神對祂的子民的旨意能夠被成就，我們能夠得到潔淨。 

 持續在聖潔中成長 

保羅祈禱：「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他持續禱告： 「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

得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532在像基督方面成長會持續到「我

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當你與神同行，你會持續被改變成神的樣式。533你會在聖潔中成熟，

你會持續樂意降服於神的心意，你會持續且特意降服於神。  

想想你婚禮的日子，在你的結婚典禮上，你許下一生一世的承諾。你不會每天都問：「我今天結

婚了嗎﹖婚姻的誓約仍舊有效嗎﹖」你許下只此一次的承諾，毀掉誓約的唯一方法就是背棄你在

婚禮的誓言。 

在婚姻的每一天，你根據你在婚禮許下的承諾生活。面臨抉擇時，你選擇以行動表示對你配偶的

愛，謹此一次的承諾實踐在每日的生活中。 

同樣的道理，降服於神是謹此一次的承諾。你不需要每天問：「我仍然降服於神嗎﹖」當你全然

降服於神，你每天依據許下的承諾生活。 

偉大的蘇格蘭傳道人波納撰寫關於聖潔的人持續的成長。 

聖潔的生活是由許多小事組成，微不足道的言語，不是雄辯的演說或是講道；微不足道的

事蹟，不是神蹟，不是戰役，也不是英雄般的行為或有力的殉道，這些小事組成真實的基

督徒生活，不平凡的生活是由小事組成。534 

 
532 帖前五 23 
533 林後三 18 
534 Horatius Bonar, God’s Way of Holiness (Chicago: Moody Press, 1970),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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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聖潔的日常生活，你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過著聖潔的生活，而是倚靠聖靈的充滿。聖潔的生活

是關乎專一愛神的關係，關乎為神大發熱心，渴慕祂勝過其他一切，這種熱忱會帶領你進入與神

有不斷進深的關係。 

綜觀人類歷史，人嘗試在生活中排除神。撒旦用「你們便如神」535 的承諾誘惑夏娃；在巴別塔，

人決定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536出於自我中心，人不想在

生活中有神的同在。與此對照之下，聖潔的生活是完全倚靠神。 

聖潔屬於神，只有每天持續與祂建立關係，你和我才是聖潔。你絕不可能到達這個境地，然後說

出「我的聖潔歸功於自我的力量。」你反而必須說：「今天聖靈賜予我力量過聖潔的生活，今天

我被改變成為祂的樣式，今天我要用完全愛祂的心順服神，今天 我透過神的恩典愛我的鄰舍，

今天聖靈使我成為神呼召我的樣式。」這就是聖潔的生命。 

培養聖潔的日常生活的十個實際方法
537

 

一致並有果效的聖潔生活需要一生的培養和照護，心的潔淨不

是我們追求聖潔的目的。我們就像機師讓飛機與跑道對齊，但

在飛機降落前，我們需要很多修正。 

基督徒在靈命上向自己死是活生生的死，不斷的死。我們所獻

的是活祭，不斷的獻祭。諸如「向自己死」的文字圖像只是為了教導屬靈的事實，但我們必須小

心不可偏離神的話語。純潔的心不是我們追求聖潔的目的，純潔的心和降服的意志讓我們有更好

的裝備奔走路程，但我們一生要不停地攀爬﹗ 

聖靈充滿的生命是成長和漸進成聖的生命，藉由神的聖靈，我們從「榮上加榮」被改變。538 對那

些渴望進深的聖潔生命的人，以下為一些實際的建議：539 

 
535 創三 5 
536 創十一 4 
537 此處的資料改編自吉普牧師（Rev. Tim Keep）的教材。 
538 林後三 18 
539 林前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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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持靈命的破碎 

當神持續醫治我們的缺陷和改變我們成為基督完美的樣式，真實的聖潔生活會是經常的悔改。540 

讓神喜悅我們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快速承認自己的過錯，並行走在神照亮的道路上。541 

2. 接受神的管教 

希伯來書的作者清楚說明接受而非鄙視天父的管教，會使我們「有份於祂的聖潔」。542沒有人喜

歡屬神的責備，特別因為責備時常來自於擁有過錯要處理的普通人。我們每個人傾向於不理會痛

苦的指正，特別當指正來自於有過錯的配偶，或是神所安置權柄高過我們的有過錯的屬靈領袖。

但管教是神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為了除去我們粗糙的地方，塑造我們成為基督的樣式。 

假如我們到達無法接受指正的地步，即便是靈命較不成熟之人的指正，我們就是離開邁向聖潔的

道路。 

3. 每天向神獻上自己為祭 

保羅提醒我們必須向神獻上自己的身體「當做活祭」，包括一切的喜好和慾望。我們的身體曾是

「不義的工具」，現在藉由神的恩典被改變為「義的工具」。保羅指出這個持續降服於神的過程

是基督徒生活鮮明的圖像，他說：「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他持續囑咐：「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543如此去行，你們會經歷更大程度的恩典。 

4. 每天默想聖經 

成聖和像基督的性格不是立即的成果，而是一生默想且順服神的話語。耶穌告訴他的門徒，他們

透過神的話語得到潔淨，「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544 然後耶穌祈禱這些門

徒會持續透過神的話語成為聖潔，「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545 透過持續地

服從神的話語，神成就純潔和潔淨的工作。 

 

 

 
540 太六 12    
541 約一 7 
542 希十二 10 
543 西三 3、5 
544 約十五 3 
545 約十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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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天披戴耶穌 

聖潔的生命藉由有意識地以基督的態度及德行裝備自己而獲得，「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546 

「批戴」這個詞彙的意思是心思像耶穌，效法他的精神和行為。信徒必須每天選擇像耶穌，學習

他聖潔的愛、喜樂、 平安、 寬恕、  溫柔、耐心、 仁慈 、良善以及節制。 

6. 不要為肉體安排 

批戴主耶穌後，我們必須小心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547 在聖靈充滿的心中，自利可

能會死灰復燃嗎﹖若是不可能，保羅不會提供這個勸誡。只要我們活著，就必須選擇謙卑。每一

位被聖靈掌管的男女都知道只有透過細心的培養、不斷的專注和儆醒的禱告，才能保有敬虔。 

倘若沒有時時把肉體釘在十字架上，肉體會高升，導致屬靈的挫敗，就像非洲人無法阻止狗咬他

的腿，因為他口袋裡放著肉四處走動。  

 

7. 每天更新心意 

你的心思是生命的指揮中心和改變的秘訣，「他心怎樣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548你的心思對

你的生命擁有如此的權柄，以致你選擇要追求的事物會塑造你。保羅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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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8. 穿戴神的全副軍裝 

神對每位信徒的完美計畫是「抵擋魔鬼的詭計。」550我們藉由每天穿戴神的全副軍裝這樣做，包

括真理、公義、預備、信德、救恩的確據以及神的話語。穿上你的軍裝，因為我們獨自一人不是

敵人的對手﹗ 

 

 

 

 
546 羅十三 14 
547 同上 
548 箴二十三 7 
549 羅十二 2 
550 弗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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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培養對聖靈持續的察覺 

倘若你想要成為聖潔，你必須邀請聖靈充滿並潔淨你生活中的每一個房間：你的客廳（你的社交

生活和娛樂房間），你的臥室（你的道德生活和性愛房間），你的廚房（你的喜好和慾望房間），

你的辦公室（你的財務和業務決定房間）。我們太常掙扎於成為聖潔，因為我們無法時刻培養對

聖靈的察覺，無法誠懇地祈求「父的應許」，這是耶穌樂意賜下的。或許恐懼是我們不願意祈求

的一部分，我們不需要害怕。耶穌賜下美好的應許：「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551 

10. 活在恩典中 

耶穌說：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

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552  我們成為聖潔，因為我們屬於葡萄樹。結果子的是葡萄

樹，我們能多結果子是藉著與耶穌連結，而非藉著嘗試成為良善。 

許多基督徒在與神同行時因為極大的焦慮而痛苦，有些人被教導要做深度的靈魂探索而變得過度

自省。無論他們靈命成長的層次如何，他們害怕無法「達到」神的要求。 

有些基督徒被教導，在神潔淨他們的心和使他們聖潔後，要期待擁有特別的情緒經驗。他們把焦

點放在自己和自己的情緒，而沒有聚焦在神，但是聖經教導我們聖潔是住在基督裡的果子。當我

們行在聖靈中、警醒禱告、閱讀神的話語、參與基督徒的敬拜與團契、承認過錯和行在光中，神

把我們形塑成基督的樣式。我們可能無法在一週或一個月內看見想要的進展，但若回頭看一年前

或五年前的景況，我們一定會看見進步﹗ 

保羅鼓勵每一位信徒知道，開啟讓我們成為聖潔的工作，同樣的那位神必完成這個工作：「我深

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553 

聖潔的心和生命是一趟旅程，這十個聖經的原則透過逆境的暴風和試探堅固我們的靈魂，保守我

們一路到達天家。 

 

 

 
551 路十一 13 
552 約十五 5  
553 腓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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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到秘訣了嗎？ 

我們在每一課已經閱讀教會歷史中聖潔之心的模範人物，有些是家喻戶曉的基督徒，有些則是默

默無聞，安靜地過著聖潔的生活。 

現在輪到你了，你渴慕聖潔的心嗎﹖ 你渴望與神的親密關係嗎﹖你想要看起來像你的天父嗎﹖

你能夠成為聖潔。 

你渴慕聖靈的充滿嗎﹖你想要專心一意地服事神嗎﹖你能夠「完全就如天父完全一樣。」你能夠

藉由聖靈在你生命中的能力愛神與愛鄰舍。 

選擇權在你自己，你會讓自己完全降服於神嗎﹖若是如此，當你親近祂時，你將發現豐盛的應

驗。當神把你塑造成祂的樣式時，你將發現喜樂，你將發現完全屬於神的內心的平安。透過聖靈

的充滿，你將每天過著得勝的生活。藉著神的恩典，你能夠過著聖潔的生活。 

作業 

1) 背誦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23—24 節。 

2) 我們在每一課都有祈求聖潔的禱文，請於本課進入尾聲時，寫下自己祈求聖潔的禱文。祈求

神帶領你繼續在祂的形像中成長，完全降服你自己讓祂掌管，順服祂在你生命中的心意。以

信心禱告，祈求拯救你的神成就祂的旨意，改變你成為祂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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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概要 

ü 對神的每一位真實的兒女而言，聖潔的生活是可能的。 

o 神的話語教導聖潔的生活是可能的。 

o 歷史上的基督徒說明聖潔的生活是可能的。 

ü 神賜下對聖潔的渴慕見證聖潔的生活是可能的。 

ü 神的話語告訴我們通往聖潔的道路。 

o 在我們新生的那一刻，神開始讓我們成為聖潔，這是最初的成聖。 

o 當我們跟隨基督，我們在成聖的過程中成長。 

o 神想要賜給我們純潔的心，純潔的心的呼召包括： 

o 完全順服的呼召 

o 降服的心的呼召 

o 完全信靠的呼召 

o 我們的心變得純潔之後，我們繼續在像基督方面成長。 

ü 我們能夠繼續培養聖潔的日常生活的某些方法： 

o 保持靈命的破碎 

o 接受神的管教 

o 每天向神獻上自己為祭 

o 每天默想聖經 

o 每天披戴耶穌 

o 每天更新心意 

o 穿戴神的全副軍裝 

o 培養對聖靈持續的察覺 

o 活在恩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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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專題 

準備三篇證道或是三課查經課教學，主題都要有關聖潔的教義及聖潔的實踐，書面記錄證道篇並

呈交給老師做為課程結束的專題。選擇以下的一個主題作為證道篇或查經課的主題： 

1) 有關聖潔的神學面向，請選擇一主題 

  聖潔是關係 

  聖潔是人的身上擁有神的形像 

  聖潔是有所分別的生命 

  聖潔是專一的心 

  聖潔是公義的生命 

  聖潔是完美的愛  

  聖潔是聖靈充滿的生命 

  聖潔是像基督 

2) 有關實踐聖潔的面向，可以選擇在此課程討論過的主題或自行選擇一主題，提供以下參考

主題： 

   花時間與神在一起 

   聖潔與性格 

   何謂與世界有所分別？ 

   聖潔與商業行為 

   聖潔與家庭生活 

   持續戰勝任意妄為的罪   

   聖潔與教會生活 

3) 選擇一位的聖經人物做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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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生活的教義與實踐 

作業記錄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項指派作業完成後的簽名。必須完成至少十篇論述文、十個經文背誦以及課程結束專題，方可

領取環球牧者教室的證書。 

課程編號 論述文 經文背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課程結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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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環球牧者教室的證書 

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課程的日期：  ______________ 

如果您住在美國，可以直接取得環球牧者教室課程教材與證書。如果學生不是購買環球牧者教室印製的

教材，或由非環球牧者教室授權的福音單位購買給學生，可能需要支付證書費 USD25 元整。 

學生必須依據牧師、屬靈領袖或其任命的課程老師的指示，完成每一課的要求，請在下方簽名。 

我證實這位學生已確實完成本課程的所有要求，符合取得課程證書的資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老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師或屬靈領袖）  

 

教會或福音機構的名稱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在美國以外的國家進行此課程，證書申請表必須由環球牧者教室在該國授權的代表機構簽章。如

果學生不是購買環球牧者教室印製的教材，或由非環球牧者教室授權的福音單位購買給學生，可能需要

支付證書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在美國以外的國家申請，請由授權代表機構簽章） 

如果您在美國境內，請將申請表寄至以下地址： SGC， 4473 Forest Trail， Cincinnati， OH 45244。如果您

是在我們的網站上購買本教材，或您是我們合作機構的會員，並由該機構購買教材，就能免費取得證

書。若您不是透過上述方式購買的，請附上$4.99美金的現金或支票的工本費。您也可以到我們的網站填

寫證書申請表： Shepherdsglobalclassroo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