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神的子民

哥林多後書

第十一課…

作神的子民

這一段的經文，是 哥林多後書 難題之一，
身
困難的地方不在經文本身的內容，而是：


為什麼保羅在講完了 六11-13 之後，
要插入這 段 信與不信」的問題
要插入這一段「信與不信」的問題，
然後 七2-4 又再回到
「寬大、狹窄」的主題？



與不信者的「分別」 –
 林前五9-11 不要與那不潔的、不聖潔的人交往，
指的是信徒，
而不是外邦的、還不認識主的人
 這裡是指和不信主的外邦人要有所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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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就說：這一小段的經文
是 是 羅寫 哥林多教會 遺失
是不是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那遺失了的第一封信呢？
第 封
也就是所謂前信的部分內容呢？
這個問題的解釋也許可以從保羅怎麼處理
他和教會的張力的這個部分來思想：
保羅認為哥林多人的問題，
在於他們與神的關係出了問題，
他們沒有真正地分別為聖
他們沒有真正地分別為聖。
 由此可見，保羅在這裡處理的，
其實是 個追本溯源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追本溯源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只看到現象、只在評斷那個現象，
或者說我們在質疑那個現象，
其實造成那個現象後面的問題，要追本溯源
羅 著 前
因此，這仍然是保羅循著他前面的思路，
一路下來的一個思想。

林後六14 – 七1

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前書
是不是有衝突呢？

六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
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
分別為聖，聖潔是神的屬性，
分別為聖
聖潔是神的屬性
「聖潔、聖」，在聖經裡出現有九百多次，
 這個字基本的意思是切割、分別，
聖潔基本的意思就是
要與那些不潔的一刀兩斷，
分別出來、成為聖潔
 神的聖潔表示祂與被造物有絕對的分別，
也包含了祂那超然的威嚴、聖潔的本性
上帝在舊約要求祂的子民過聖潔的生活，
祂藉著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
利十九2 你們要聖潔
你們要聖潔，

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保羅就指出哥林多教會之所以軟弱，
是因為沒有分別為聖！
不要忘記這個教會是蒙了主多多賜福的教會 他們在基督裡凡事富足 口才 知識都全備
他們在基督裡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
但非常遺憾的，
 他們自以為屬靈，以致上了假教師的當，
假教師拿著有名的人物的推薦函、在教會裡面煽動，
以致於他們就上了當 受了引誘
以致於他們就上了當、受了引誘
 他們也高舉屬世的智慧、輕看保羅作使徒的權柄，
在教會分門結黨
亂 爭
以致在教會分門結黨、淫亂、爭訟，
的確成為一個有問題的教會！
六14 16a 看到
六14-16a
看到「分別」的必要性、分別的必須，
分別」的必要性、分別的必須，
六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這 句話是今天要講的 這 段思想的關鍵
這一句話是今天要講的、這一段思想的關鍵。

保羅在「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之後，
來提醒 不是要和所有不信的人劃清界線
來提醒：不是要和所有不信的人劃清界線。
有五個問題，所預期的答案都是「不」…
1 14b 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
1.
義和 義有甚麼相交
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信而稱義的生命，生命的不一樣，
「稱義 指的是在法庭上人被宣判為無罪
「稱義」指的是在法庭上人被宣判為無罪，
絕對不是說信主的人有多好，反倒是聖靈開啟我們，
看見我是個罪人，以致認罪悔改、接受救恩、得著新生命。
弗二8-9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義或不義，不是由我們來判斷，
義或不義
不是由我們來判斷
而是由耶穌基督的救恩來定奪的：
 一個是在新人的生命當中，願意遵行神的旨意
 一個還是在舊人的生命裡，隨著自己的喜好去行

申廿二10 牛和驢不可一起耕地，也就是不可同負一軛。

引申到基督徒和還不認識主的人，
引申到基督徒和還不認識主的人
因為思想、做法的不同，所以要分別出來
 保羅在這裡對基督徒講的 是要他們在信主前、信主後要有所分別，
要成為聖潔、要離開罪惡
很多時候有人就用 六14 說：
 你們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
你們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不要同負 軛
套用在基督徒、與不信者的人際關係上、或婚姻上，
事實 這 句不是在 婚 的事情
事實上這一句不是在談婚姻的事情
 「分別」不是說不要和外邦人、不信者來往，
而是說不要跟從世俗的法則，
要遵守神的誡命、遵守神的法則，
或講得更淺白一點 –
不要把世界的那一套帶進教會！


2. 14b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那就是屬性的不同 一個是在光明裡、一個是在黑暗裡。
個是在光明裡
個是在黑暗裡
約一4-5 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人在不認識神的時候，生命是與神隔絕的，
心靈受了蒙蔽，看不到神的榮光
心靈受了蒙蔽，看不到神的榮光。
林後四4 就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在黑暗裡的人會懼怕、不安、緊張、沒有方向感、容易跌倒，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在這個世代的人們的光景。
感謝主，約八12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
我
在黑暗 走
要得著 命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對基督徒而言，愛弟兄，使我們可以行在光中，
恨弟兄，使我們依然在黑暗裡行、迷失了方向。
行在光中，仍然是我們屬神的人要非常注意的事。

3. 歸屬不同，
15a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
（
就
名）有什麼相和呢？
有什麼相和
意思就是歸屬不同。
我們屬誰這個很重要 有歸屬感很重要
我們屬誰這個很重要，有歸屬感很重要，
活在世上不是飄浮的、是有把握的，
清清楚楚地走人世的道路、走屬天的道路，
一步一腳印，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
對有得救把握的基督徒來說 當接受了耶穌基督
成為他的救主 生命的主之後，
成為他的救主、生命的主之後，
 他相信主已經從死裡復活了
 耶穌是主，我們自己就不再是主，
耶穌是主 我們自己就不再是主
生命的主權已經歸屬於祂，
從今以後是耶穌掌權，不是撒但掌權

4. 15b 信與不信有什麼相干呢？這是聯繫的不同，
相干指的就是聯繫，有一份共同的產業，
信和不信者，不能擁有相同的產業。
彼前一4 神為信祂的人預備了那
不能朽壞、不能玷汙、不能衰殘，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基督徒認識了主、明白了真理、知道有一天主還要再來，
我們也要向祂交帳，這樣的一個末世觀，
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金錢觀、人際觀…
 這並不表示基督徒看破紅塵、從此過與世隔絕的生活
 乃是看清楚了這個世界 知道一切都是短暫、有限、過眼雲煙，
以致要看重的、要追求的，是那永恆無限的範疇
所以 信與不信的有何相干？
因為沒有辦法共享一份產業，那個聯繫不一樣。

十八世紀德國文豪歌德，寫了《浮士德》…
浮士德 與魔鬼簽下了契約 交換了靈魂 浮士德，與魔鬼簽下了契約、交換了靈魂
 魔鬼今生作浮士德的僕人，
為他解憂、除悶、尋歡作樂，
已經是老邁的浮士德重新展開了他的人生，
追求愛情 追求美，想要創造心目中的理想國，
追求愛情、追求美，想要創造心目中的理想國，
因為厭倦了自己一生追求學問知識、錯過好多人生的體驗
 可是當浮士德表示滿足了的那一瞬間，
可是當浮士德表示滿足了的那 瞬間
這個契約、奴役就解除了，
浮士德就屬於魔鬼所有，在永世裡他要作魔鬼的僕人
放眼望去，今天有多少人汲汲營營地
在追求
在追求一切的權利、地位、金錢、情慾，
的權
錢 情慾
只顧今生、不知永世，一步一步走向撒但的陷阱！
自己不知道吞下了包著糖衣的毒藥、交出自己的靈魂，
這是多麼的不值得 – 歸屬不同。

5. 立場不同：16a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
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
哥林多城是亞該亞省的首都、希臘南北水路交通
都要經過樞紐的位置，被稱為希臘之橋，
不只是商業的中心、更是罪惡的城市，
希臘人形容說 - 你要作哥林多人？
意思就是 - 你想過那燈紅酒綠淫亂的生活嗎？
他們認為這世界上有許多的神 許多的主
他們認為這世界上有許多的神、許多的主，
但是基督徒只承認一位神、一位主，教會就是神的殿，
信的內涵與偶像截然不同
信的內涵與偶像截然不同。


保羅提醒：要謹慎，不能在教會守聖餐、吃餅、喝杯，
又到廟裡頭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
 林前 基督徒的行為要受四方面的約束，
我所做的有沒有益處、受不受轄制、
能不能造就人、是不是榮耀神！

六16b – 18 有「分別」的一個應許，

六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

不是說神的子民不要和外邦人來往
 而是不要從世人的法則，而守神的法則，
不只是不走世界的路、更是與神同行
在這段經文中，看到保羅引用的舊約的經句，
讓我們看到 - 神在新
神在新、舊約的啟示中，
舊約的啟示中，
要求祂的子民、兒女，都是一樣的。

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我就收納你們
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們。





神與我們的關係，
一個是君王與臣民、一個是父親與兒女
 在這世上往往是君不君、臣不臣，
帶出來的是一個混亂的次序、混亂的社會
我們中國人講：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只能作一種描述、或是一個相對的說法，
能作 種描述 或是 個相對的說法
因為的確也看到
許多不是的父母傷害他們的兒女。
許多不是的父母傷害他們的兒女


一方面，神用了「我要」帶出了很多的應許：
方面，神用了 我要」帶出了很多的應許：
我要居住在你們中間、在你們中間來往、
作他們的神、作他們的父，我要收納你們
作他們的神 作他們的父 我要收納你們
 另方面，神也用「你們要」
帶出祂的吩咐 人的責任
帶出祂的吩咐、人的責任：
你們要出來、要分別、不要沾世俗

神在祂的創造大工裡，
顯明作君王的權柄；
也在祂的救贖大工中，
啟示祂作父親的愛。
作父親 愛

我們會看到 - 如果渴望有神同在的應許
如果渴望有神同在的應許，
就要留意祂的命令！

七1 是 六14-18 的結語，帶出作神的子民、神的兒女應有的回應

命令

–

潔淨自己、敬畏神！
潔淨自己
敬畏神！
 舊約裡，聖潔的命令是雙重性的：
外在的儀文，內在的道德、靈性
 新約對聖潔的強調，更是放在道德和靈性上，
隨著五旬節聖靈降臨，讓初代的教會瞭解到 –
生命的聖潔，是在內在的實體，
掌管信徒行事為人的思想 態度
掌管信徒行事為人的思想、態度
在希臘文中，最能夠表達聖潔之意的詞就是「敬虔」，
永遠倚靠耶穌基督的寶血
永遠倚靠耶穌基督的寶血、
永遠把神當得的榮耀歸給祂。
另 方面 成聖是 個 生之久的過程
另一方面，成聖是一個一生之久的過程：
我們終其一生都要過一個分別為聖的生活。
信徒在基督裡「分別為聖」
絕對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事，必須是理所當然的。

7:1b 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

敬畏神 得以成聖。
敬畏神，得以成聖。
所以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聖潔不是掛在嘴巴上，
聖潔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一種對神旨意的回應，
需要操練、禱告，好讓別人在我們身上可以看見耶穌。
 主耶穌不是要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主耶穌不是要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但又要我們與這個世界有所分別，要怎麼樣來平衡呢？
 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最容易被影響的是在哪些方面呢？
生活在這個世界當中 最容易被影響的是在哪些方面呢？
可以用什麼方法來勝過呢？
感謝主，有這一段非常清楚的一個心意
感謝主，有這
段非常清楚的 個心意  保羅在思想當中讓我們重新的來省思自己
 舊約裡約瑟曾經拒絕他的主母說
舊約裡約瑟曾經拒絕他的主母說：
「我怎麼樣可以做這種大惡來得罪神呢？」
所以分別為聖，的確是深深要
烙印在我們的心思意念、顯明在我們外在的行為當中。

天父，感謝你
提醒我們要分別為聖。
提醒我們要分別為聖
求主給我們恩典
讓我們立志分別為聖；
讓我們清楚地知道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求主帶領我們一生的道路
榮耀你的名！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