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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的子民作神的子民 林后六14 – 七1

这一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难题之一，

困难的地方不在经文本身的内容，而是：

为什么保罗在讲完了 六11-13之后，

要插入这一段「信与不信」的问题，要插入这 段 信与不信」的问题，

然后 七2-4 又再回到

「宽大、狭窄」的主题？

与不信者的「分别」–
 林前五9-11不要与那不洁的、不圣洁的人交往，

指的是信徒，

而不是外邦的、还不认识主的人

这里是指和不信主的外邦人要有所分别

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
是不是有冲突呢？

有些学者就说：这一小段的经文

是 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那遗失了的第 封信呢是不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那遗失了的第一封信呢？

也就是所谓前信的部分内容呢？

这个问题的解释也许可以从保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解释也许可以从保罗怎么处理

他和教会的张力的这个部分来思想：

保罗认为哥林多人的问题保罗认为哥林多人的问题，

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他们没有真正地分别为圣。他们没有真正地分别为圣。

由此可见，保罗在这里处理的，

其实是一个追本溯源的问题其实是 个追本溯源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现象、只在评断那个现象，

或者说我们在质疑那个现象，

其实造成那个现象后面的问题，要追本溯源

因此，这仍然是保罗循着他前面的思路，

一路下来的一个思想。

六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义和不义有甚么相交呢？义和不义有甚么相交呢？…

分别为圣，圣洁是神的属性，分别为圣
「圣洁、圣」，在圣经里出现有九百多次，

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切割、分别，

圣洁基本的意思就是

要与那些不洁的一刀两断，

分别出来、成为圣洁

 神的圣洁表示他与被造物有绝对的分别，

也包含 超然的威严 的本性也包含了他那超然的威严、圣洁的本性

上帝在旧约要求他的子民过圣洁的生活，

他借着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利十九2你们要圣洁，利十九2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保罗就指出哥林多教会之所以软弱，

是因为没有分别为圣！是因为没有分别为圣！

不要忘记这个教会是蒙了主多多赐福的教会 -
他们在基督里凡事富足 口才 知识都全备他们在基督里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

但非常遗憾的，

他们自以为属灵 以致上了假教师的当他们自以为属灵，以致上了假教师的当，

假教师拿着有名的人物的推荐函、在教会里面煽动，

以致于他们就上了当、受了引诱以致于他们就上了当、受了引诱

他们也高举属世的智慧、轻看保罗作使徒的权柄，

以致在教会分门结党、淫乱、争讼，在 ，

的确成为一个有问题的教会！

六14 16a看到「分别」的必要性 分别的必须六14-16a看到「分别」的必要性、分别的必须，

六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
这一句话是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思想的关键。这 句话是今天要讲的、这 段思想的关键。

申廿二10牛和驴不可一起耕地，也就是不可同负一轭。
引申到基督徒和还不认识主的人引申到基督徒和还不认识主的人，

因为思想、做法的不同，所以要分别出来

保罗在这里对基督徒讲的保罗在这里对基督徒讲的-
是要他们在信主前、信主后要有所分别，

要成为圣洁 要离开罪恶要成为圣洁、要离开罪恶

很多时候有人就用 六14 说：

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负 轭，

套用在基督徒、与不信者的人际关系上、或婚姻上，

事实上这一句不是在谈婚姻的事情事 在 事

「分别」不是说不要和外邦人、不信者来往，

而是说不要跟从世俗的法则，

要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法则，

或讲得更浅白一点 –
不要把世界的那一套带进教会！

保罗在「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之后，

来提醒 不是要和所有不信的人划清界线来提醒：不是要和所有不信的人划清界线。

有五个问题，所预期的答案都是「不」…

1 义和不义有甚么相交呢？1. 14b义和不义有甚么相交呢？
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信而称义的生命，生命的不一样，

「称义」指的是在法庭上人被宣判为无罪「称义」指的是在法庭上人被宣判为无罪，

绝对不是说信主的人有多好，反倒是圣灵开启我们，

看见我是个罪人 以致认罪悔改 接受救恩 得着新生命看见我是个罪人，以致认罪悔改、接受救恩、得着新生命。

弗二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义或不义 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义或不义，不是由我们来判断，

而是由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定夺的：

 一个是在新人的生命当中 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一个是在新人的生命当中，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一个还是在旧人的生命里，随着自己的喜好去行

2. 14b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就是属性的不同 -
个是在光明里 个是在黑暗里一个是在光明里、一个是在黑暗里。

约一4-5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生命是与神隔绝的，

心灵受了蒙蔽 看不到神的荣光。心灵受了蒙蔽，看不到神的荣光。

林后四4就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在黑暗里的人会惧怕、不安、紧张、没有方向感、容易跌倒，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在这个世代的人们的光景。

感谢主，约八12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对基督徒而言，爱弟兄，使我们可以行在光中，

恨弟兄，使我们依然在黑暗里行、迷失了方向。

行在光中，仍然是我们属神的人要非常注意的事。



3.归属不同，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什么相和呢15a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什么相和呢？
意思就是归属不同。

我们属谁这个很重要 有归属感很重要我们属谁这个很重要，有归属感很重要，

活在世上不是飘浮的、是有把握的，

清清楚楚地走人世的道路 走属天的道路清清楚楚地走人世的道路、走属天的道路，

一步一脚印，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对有得救把握的基督徒来说对有得救把握的基督徒来说 -
当接受了耶稣基督

成为他的救主 生命的主之后成为他的救主、生命的主之后，

 他相信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是主，我们自己就不再是主，耶稣是主，我们自己就不再是主，

生命的主权已经归属于他，

从今以后是耶稣掌权，不是撒但掌权

十八世纪德国文豪歌德，写了《浮士德》…
浮士德 与魔鬼签下了契约 交换了灵魂浮士德，与魔鬼签下了契约、交换了灵魂-

 魔鬼今生作浮士德的仆人，

为他解忧 除闷 寻欢作乐为他解忧、除闷、寻欢作乐，

已经是老迈的浮士德重新展开了他的人生，

追求爱情、追求美 想要创造心目中的理想国追求爱情、追求美，想要创造心目中的理想国，

因为厌倦了自己一生追求学问知识、错过好多人生的体验

可是当浮士德表示满足了的那一瞬间，可是当浮士德表示满足了的那 瞬间，

这个契约、奴役就解除了，
浮士德就属于魔鬼所有，在永世里他要作魔鬼的仆人

放眼望去，今天有多少人汲汲营营地

在追求一切的权利、地位、金钱、情欲，，

只顾今生、不知永世，一步一步走向撒但的陷阱！
自己不知道吞下了包着糖衣的毒药、交出自己的灵魂，

这是多么的不值得 –归属不同。

4. 15b信与不信有什么相干呢？这是联系的不同，

相干指的就是联系，有一份共同的产业，

信和不信者，不能拥有相同的产业。

彼前一4神为信他的人预备了那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基督徒认识了主、明白了真理、知道有一天主还要再来，

我们也要向他交账，这样的一个末世观，

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金钱观、人际观…
 这并不表示基督徒看破红尘、从此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乃是看清楚了这个世界-
知道一切都是短暂、有限、过眼云烟，

以致要看重的 要追求的 是那永恒无限的范畴以致要看重的、要追求的，是那永恒无限的范畴

所以信与不信的有何相干？
因为没有办法共享一份产业，那个联系不一样。

5.立场不同：16a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哥林多城是亚该亚省的首都、希腊南北水路交通

都要经过枢纽的位置 被称为希腊之桥都要经过枢纽的位置，被称为希腊之桥，

不只是商业的中心、更是罪恶的城市，

希腊人形容说- 你要作哥林多人？希腊人形容说 你要作哥林多人？

意思就是- 你想过那灯红酒绿淫乱的生活吗？
他们认为这世界上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他们认为这世界上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

但是基督徒只承认一位神、一位主，教会就是神的殿，

信的内涵与偶像截然不同。内 与 像截 。

保罗提醒：要谨慎，不能在教会守圣餐、吃饼、喝杯，

又到庙里头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又到庙里头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

 林前 基督徒的行为要受四方面的约束，

我所做的有没有益处、受不受辖制、
能不能造就人、是不是荣耀神！



六16b – 18 有「分别」的一个应许，

不是说神的子民不要和外邦人来往 不是说神的子民不要和外邦人来往

 而是不要从世人的法则，而守神的法则，

不只是不走世界的路 更是与神同行不只是不走世界的路、更是与神同行

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保罗引用的旧约的经句，

让我们看到- 神在新、旧约的启示中让我们看到 神在新、旧约的启示中，

要求他的子民、儿女，都是一样的。

 一方面 神用了「我要」带出了很多的应许： 方面，神用了「我要」带出了很多的应许：

我要居住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来往、
作他们的神、作他们的父，我要收纳你们作他们的神、作他们的父，我要收纳你们
 另方面，神也用「你们要」

带出他的吩咐、人的责任：

你们要出来、要分别、不要沾世俗

我们会看到- 如果渴望有神同在的应许，我们会看到 如果渴望有神同在的应许，

就要留意他的命令！

六17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命令

神与我们的关系，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命令

一个是君王与臣民、一个是父亲与儿女

在这世上往往是君不君、臣不臣，

带出来的是一个混乱的次序、混乱的社会

我们中国人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只能作 种描述 或是 个相对的说法只能作一种描述、或是一个相对的说法，

因为的确也看到

许多不是的父母伤害他们的儿女许多不是的父母伤害他们的儿女。

神在他的创造大工里，

显明作君王的权柄；

也在他的救赎大工中，

启示他作父亲的爱启示他作父亲的爱。

七1是 六14-18的结语，带出作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应有的回应 –
洁净自己 敬畏神！洁净自己、敬畏神！

旧约里，圣洁的命令是双重性的：

外在的仪文 内在的道德 灵性外在的仪文，内在的道德、灵性

新约对圣洁的强调，更是放在道德和灵性上，

随着五旬节圣灵降临 让初代的教会了解到 –随着五旬节圣灵降临，让初代的教会了解到

生命的圣洁，是在内在的实体，

掌管信徒行事为人的思想、态度掌管信徒行事为 的思想、态度

在希腊文中，最能够表达圣洁之意的词就是「敬虔」，

永远倚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倚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永远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另一方面，成圣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

我们终其一生都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信徒在基督里「分别为圣」

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必须是理所当然的。

7:1b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敬畏神，得以成圣。

所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不是挂在嘴巴上，

圣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对神旨意的回应，

需要操练、祷告，好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耶稣。

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但又要我们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要怎么样来平衡呢？

 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最容易被影响的是在哪些方面呢？ 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容易被影响的是在哪些方面呢？

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胜过呢？

感谢主 有这一段非常清楚的一个心意 -感谢主，有这 段非常清楚的 个心意 -
 保罗在思想当中让我们重新的来省思自己

 旧约里约瑟曾经拒绝他的主母说： 旧约里约瑟曾经拒绝他的主母说：

「我怎么样可以做这种大恶来得罪神呢？」

所以分别为圣 的确是深深要所以分别为圣，的确是深深要

烙印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显明在我们外在的行为当中。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天父，感谢你

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
求主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立志分别为圣；
让我们清楚地知道 -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求主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荣耀你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