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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主為聖
Holiness  
unto the Lord



歸主為聖 Holiness unto the Lord

• 分別為聖
•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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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3:1-2）

• 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
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
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
的國民。（出 19: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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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與潔
• 聖經所說的「聖潔」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聖，就是
分別出來；第二個意義是潔，就是不沾染污穢。

• 所謂歸耶和華為聖，就是將東西分別出來歸屬於神。將七
日中的一日分別出來，就是聖日。將一棟房子從許多房子
當中分別出來，就是聖殿。將自己從世人當中分別出來歸
屬基督，就是聖徒。「聖」不是己身達到的道德高地，而
是歸屬於神的屬靈狀況。

• 不污是謂潔。以色列人朝見神之前要潔淨己身，基督徒要
遠避淫行，不沾染世上的污穢。因為聖，所以潔。因為我
已分別出來歸屬於神了，所以要潔淨自己不受污染。



聖潔的教會 The holy Church

• 教會是分別為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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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9）

• 聖經一連用了四個形容詞來說明「教會是分別為聖者」
這項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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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揀選的族類
2. 有君尊的祭司

3. 聖潔的國度
4. 屬神的子民

分別為聖者你們是



內純外雜的團體
• 當耶穌和門徒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形成了一個「內純而外
雜」的特殊團體。他們和法利賽人一同坐席，也和稅吏一
起吃飯。他們走進猶太人的會堂，也步入撒瑪利亞人的村
莊。耶穌摸長大痲瘋的人使他潔淨，也拉著閨女的手叫她
起來。這個團體不是封閉的，而是很積極地、主動地、活
耀地接觸著外面的世界。

• 在與外界多方的接觸中，他們卻保持著內部的純淨。跟隨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的，總是那幾個對主委身的門徒。雖然
有人想要加入這個團體，卻被耶穌拒絕了。主說：凡不背
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不能做我的門徒。



主的教會 The Lord’s Church

•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
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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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柄原文作門）不能勝過它。」（太16: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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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NESS

主的教會 The Lord’s Church

• 耶穌的教會是…
1. 屬主的：我的教會

2. 聖潔的：建造在 “彼得 ”（有彼得那樣信念的人）這磐
石上

3. 得勝的：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它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 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
•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
聖潔的。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我是把你
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神；所以你們
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利 1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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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的生活行為上分別為聖

• 吃飯是最基本的生活行為，以色列人在基本的行為上
與眾不同，這就把他們從列邦中分別出來。

• 信仰是因小而大的，人若在小事上分別為聖，就能在
大事上分別為聖。人若在小事上妥協，就能在大事上
妥協。

• 對一個敬虔的以色列人來說，每次的用餐就是一個順
服的操練。神這麼規定，我就這麼做，我順服神！一
年下來，他光是在吃飯這件事上，就順服神一千多次。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 當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
•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你們要聖
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你們各人都當孝
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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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閒雜人的牽累 Dragged down by “other people”

• 他們中間的閒雜人
• 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婦人孩子，步行
的男人約有六十萬。又有許多閒雜人，並有羊群牛群，
和他們一同上去。（出 12:37-38）

• 他們中間的閒雜人大起貪慾的心，以色列人又哭號說：
「誰給我們肉吃呢？…」（民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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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雜人所引起的悲劇

•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有許多閒雜人和他們一同
上去。閒雜人是指那些混在以色列人當中，但卻未曾
歸屬於神的人。因受閒雜人的影響，那一代的以色列
人漂流曠野四十年，至終未能進入應許之地。

• 從屬靈的意義來講，現代的「閒雜人」是指那些掛名
的基督徒。他們未曾悔改信主重生得救，但卻與基督
徒混雜在一起。因受他們的影響，許多教會陷入「漂
流曠野」的悲劇之中。



入世而不屬世，分別而不分離
•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
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 17:15-17）

• 教會是一個開放而純淨的團體，對外開放，但卻保持
著內部的純淨。以神的愛積極接觸外界，但卻只有重
生得救的人才可成為它內部的成員。

• 基督徒遵從耶穌的教導，入世而不屬世，「與世有別」
卻不「與世離別」。他們倚靠神在這世界上積極地生
活，卻又順服神而處處活得與眾不同。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 經文：使徒行傳 5:1-11

1. 人：亞拿尼亞&撒非喇夫婦，使徒彼得，聖靈

2. 事：一對夫婦將賣了田地的部分所得捐給教會，
但卻存心不正，因此而死亡

3. 時：兩千年前，第一個教會初創之時

4. 地：耶路撒冷，教會聚集之處

5. 物：賣田地的部分價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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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個案研究 Case Study：亞拿尼亞與撒非喇之死

聖靈在初期教會中執行聖潔



基督是聖潔的源頭 Christ the fountain of holiness

•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獻上
•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
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來 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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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成聖，惟有主能
• 歸主為聖是一個雙向的行動，在人這邊是他願意歸屬，在
神那邊是他願意接受。就算我願意歸屬於神，但卻未必能
夠達到被神接受的標準。

• 律法就是神的標準，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的標準放在
那裏，我卻無論如何都無法達到。一次又一次的獻祭，每
一次都是我失敗的見證。是的，聖經把人都圈在罪裡，使
神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而歸給那些相信的人。

•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是一個永遠的祭壇，基督將自己獻在上
面，使凡信他的人永遠除罪，一信而成聖。雖然我仍會犯
罪，仍有瑕疵，但卻因信基督而成為聖潔，蒙天父所悅納。



弘道是聖潔的方法 Logos the means of holiness

•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
•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弗 5:26）

•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約 15:3）

•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 17:17）



聖靈是聖潔的能力 Holy Spirit the power of holiness

• 聖靈所結的果子
• 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
潔。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
你們的神。（帖前 4:7-8）

•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5:22-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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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主為聖
Holiness  
unto the Lord

1. 會員 Membership
2. 財務 Finance
3. 事工 Ministries
4. 使命 Mission

教會聖潔的具體實踐
Practicing holiness in the church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
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
你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
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
關係。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