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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蒙揀選成爲聖別，過聖別的生活， 
以彰顯聖別的神，並成爲聖城 

詩歌： 

讀經：利十八～二十，弗一4，五26～27， 

帖前五23，彼前二5、9，啓二一2、9～10 

利18:1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18:2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18:3 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裏的人所作的，你們不可照樣作；我要領你們去的迦

南地，那裏的人所作的，你們也不可照樣作，也不可照他們的風俗行。 
利18:4 你們要遵行我的典章，謹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18:5 所以，你們要謹守我的律例和典章；人若遵行這些，就必因這些活着；我是耶

和華。 
利18:6 你們甚麼人都不可親近骨肉之親，露他們的下體；我是耶和華。 
利18:7 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她是你的母親，不可露她的下

體。 
利18:8 不可露你父親妻子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 
利18:9 你的姊妹，不拘是異母同父的，或異父同母的，無論是生在家的或生在外的，

都不可露她們的下體。 
利18:10 不可露你孫女或外孫女的下體，因爲她們的下體就是你自己的下體。 
利18:11 你父親妻子從你父親生的女兒本是你的姊妹，不可露她的下體。 
利18:12 不可露你姑母的下體；她是你父親的骨肉之親。 
利18:13 不可露你姨母的下體；她是你母親的骨肉之親。 
利18:14 不可親近你伯叔的妻子，這乃是露你伯叔的下體；她是你的伯叔母。 
利18:15 不可露你兒媳的下體；她是你兒子的妻子，不可露她的下體。 
利18:16 不可露你兄弟妻子的下體，這本是你兄弟的下體。 
利18:17 不可露了婦人的下體，又露她女兒的下體，也不可娶她孫女或外孫女，露她的

下體；她們是骨肉之親，這是大惡。 
利18:18 你妻子還活着的時候，不可另娶她的姊妹作對頭，露她的下體。 
利18:19 女人在月經不潔淨的時候，不可親近她，露她的下體。 
利18:20 不可與同伴的妻子交合，因而玷污自己。 
利18:21 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歸與摩洛，因而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利18:22 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是可憎的。 
利18:23 不可與獸淫合，因而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獸前，與牠淫合；這是逆性的

事。 
利18:24 在這一切的事上，你們都不可玷污自己；因爲我在你們面前所趕出的國民，在

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 
利18:25 因爲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討罪孽，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民。 
利18:26 故此，你們要謹守我的律例和典章；這一切可憎的事，無論是本地人，或是寄

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都不可行， 
利18:27 （因爲在你們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這一切可憎的事，地就受了玷污，） 
利18:28 免得你們玷污那地的時候，地就把你們吐出，像吐出在你們以先的國民一樣。 
利18:29 無論甚麼人行了其中一件可憎的事，必從民中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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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18:30 所以，你們要謹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們隨從那些可憎的風俗，就是在你們以

先的人所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19:1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19:2 你要對以色列人全會眾說，你們要聖別，因爲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別的。 
利19:3 你們各人都當孝敬母親和父親，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19:4 你們不可偏向偶像，也不可爲自己鑄造神像；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19:5 你們獻平安祭給耶和華的時候，要獻得可蒙悅納。 
利19:6 這祭物要在獻的當天或第二天喫，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要用火焚燒。 
利19:7 第三天若再喫，這祭物就是可憎的，必不蒙悅納。 
利19:8 凡喫的人必擔當自己的罪孽，因爲他褻瀆了耶和華的聖物；那人必從民中剪

除。 
利19:9 你們收割地的莊稼時，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收割時所遺落的。 
利19:10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

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19:11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 
利19:12 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利19:13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財物。雇工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裏過夜，

留到早晨。 
利19:14 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

華。 
利19:15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權勢的人，只要按

公義審判你的同伴。 
利19:16 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也不可與你的鄰舍爲敵，流他的血；我是耶和華。 
利19:17 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總要指責你的同伴，免得因他擔罪。 
利19:18 不可報仇，也不可懷恨你本族的人，卻要愛鄰舍如同自己；我是耶和華。 
利19:19 你們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與異類交配；不可用兩樣攙雜的種子種

田，也不可用兩樣攙雜的料子作衣服穿在身上。 
利19:20 婢女許配了丈夫，還沒有被贖或得釋放，人若與她同寢交合，二人就要受審

訊；不可把他們處死，因爲婢女還沒有得自由。 
利19:21 那人要把贖愆祭，就是一隻公綿羊牽到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 
利19:22 祭司要爲他所犯的罪，用贖愆祭的羊在耶和華面前爲他遮罪，他所犯的罪就必

蒙赦免。 
利19:23 你們進了那地，栽種各樣結果子作食物的樹，就要以所結的果子爲不可收割

的。三年之久，你們要以這些果子爲不可收割的；這些是不可喫的。 
利19:24 但第四年所結的果子全要成爲聖別，用以讚美耶和華。 
利19:25 第五年，你們可以喫樹上的果子，好叫樹給你們的出產增多；我是耶和華你們

的神。 
利19:26 你們不可喫帶血的物；不可占卜，也不可觀兆。 
利19:27 頭的周圍不可剃，鬍鬚的兩邊也不可損壞。 
利19:28 不可爲死人用刀劃傷自己的身體，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 
利19:29 不可玷辱你的女兒，使她爲娼妓，恐怕那地上的人落在淫亂中，那地就滿了大

惡。 
利19:30 你們要謹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聖所；我是耶和華。 
利19:31 不可偏向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他們玷污了；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 
利19:32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年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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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利19:33 若有外人在你們的地寄居，你們不可欺負他。 
利19:34 在你們那裏寄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同自己，因爲

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19:35 你們施行審判時，在尺寸、重量或容量上，不可行不義。 
利19:36 要用公道的天平、公道的法碼、公道的伊法、公道的欣；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曾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 
利19:37 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和典章；我是耶和華。 
利20:1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0:2 你還要對以色列人說，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兒

女獻給摩洛的，必要被處死；本地的人要用石頭把他打死。 
利20:3 我也要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因爲他把兒女獻給摩洛，以致玷污我的

聖所，褻瀆我的聖名。 
利20:4 那人把兒女獻給摩洛，本地的人若佯爲不見，不把他處死， 
利20:5 我就要向那人和他的家變臉，把他並一切隨從他與摩洛行邪淫的人，都從民中

剪除。 
利20:6 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術的，隨從他們行邪淫，我要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

除。 
利20:7 所以你們要使自己分別爲聖，成爲聖別；因爲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20:8 你們要謹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使你們分別爲聖的耶和華。 
利20:9 凡咒罵父母的，必要被處死；他咒罵了父母，流他血的罪要歸到他身上。 
利20:10 與別人的妻子行淫，就是與鄰舍的妻子行淫的，姦夫淫婦必被處死。 
利20:11 與父親妻子行淫的，就是揭露了他父親的下體，他們二人必要被處死，流他們

血的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利20:12 與兒媳同寢的，他們二人必要被處死；他們行了亂倫的事，流他們血的罪要歸

到他們身上。 
利20:13 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必要被處死，流他

們血的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利20:14 人若娶妻，又娶其母，便是大惡，這三人要用火焚燒，使你們中間免去大惡。 
利20:15 人若與獸淫合，必要被處死；你們也要把那獸殺死。 
利20:16 女人若與獸親近，與牠淫合，你要把那女人和那獸殺死；他們必要被處死，流

他們血的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利20:17 人若娶他的姊妹，無論是異母同父的，或是異父同母的，彼此見了對方的下

體，這是可恥的事；他們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揭露了他姊妹的下體，必

擔當自己的罪孽。 
利20:18 婦人有月經，人若與她同寢，揭露了她的下體，就是顯露了婦人的血源，婦人

也揭露了自己的血源；二人必從民中剪除。 
利20:19 不可揭露姨母或姑母的下體，這是顯露了骨肉之親的下體；二人必擔當自己的

罪孽。 
利20:20 人若與伯叔的妻子同寢，就是揭露了他伯叔的下體；二人要擔當自己的罪，必

無子女而死。 
利20:21 人若娶他兄弟的妻子，這本是污穢的事；他是揭露了他兄弟的下體；二人必無

子女。 
利20:22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和典章，免得我領你們去住的那地把你們吐

出。 
利20:23 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國民，你們不可隨從他們的風俗；因爲他們行了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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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所以我厭惡他們。 
利20:24 但我對你們說過，你們要承受他們的地；我要把那流奶與蜜之地賜給你們爲

業。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把你們從眾民中分別出來的。 
利20:25 所以你們要把潔淨和不潔淨的獸、不潔淨和潔淨的鳥，分別出來；不可因我給

你們分別爲不潔淨的獸、或鳥、或甚麼在地上爬行的物，使自己成爲可憎的。 
利20:26 你們要歸我爲聖別，因爲我耶和華是聖別的，並且把你們從眾民中分別出來歸

我。 
利20:27 交鬼的或行巫術的，無論男女，必要被處死。人必用石頭把他們打死，流他們

血的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弗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在祂面前，成

爲聖別、沒有瑕疵；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弗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

爲聖別、沒有瑕疵。 
帖前5: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

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成爲聖別的祭司體系，藉着耶穌基督獻上

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彼前2: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

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啓21:9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將

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指給我看。 

壹 在已過的永遠裏，我們在基督裏蒙揀選，好成爲聖別；在今世，我

們正在被聖化，被基督作爲『那靈，那聖別的』所浸透，要成爲聖

別；在來世以至於將來的永遠，我們將終極完成爲聖城—弗一4，帖

前五23，弗五26～27，啓十九7～9，二一2、9～10： 
弗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在祂面

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帖前5: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

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弗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

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

豫備好了。 
啓19: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啓19:9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

真實的話。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

齊，等候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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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1:9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

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

撒冷指給我看。 

一 聖別的意思不僅是成聖，分別歸神，也是與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別；只有

神與一切不同，與一切有別；因此，祂是聖別的，聖別是祂的性情： 

1 神揀選我們，使我們成爲聖別（弗一4）；神使我們成爲聖別的方法，

乃是將祂自己這聖別者分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全人被祂聖別的性情充

滿並浸透；對我們這些神所揀選的人，成爲聖別就是有分於神的性情

（彼後一4）並使我們全人被神自己所充滿。 

弗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

在祂面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

旣逃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藉着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

情。 

2 這與僅僅無罪的完全，或無罪的純潔不同；這使我們全人在神的性情和

特性上聖別，像神自己一樣。 

二 父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在祂面前，成

爲聖別、沒有瑕疵—弗一4： 
弗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在

祂面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1 神所揀選的人只該被神自己所浸透，沒有外來的東西，就如墮落的天然

屬人成分、肉體、己或世界的事；這就是沒有瑕疵，在神的聖別性情之

外沒有任何別的成分攙雜。 

2 我們成爲基督的新婦，不是藉着自我改正，乃是藉着被神浸透；這是聖

經中所啓示的聖別、成聖—帖前五23，羅六19、22。 

帖前5: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

蒙保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羅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輭弱，就照着人的常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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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聖別。 
羅6:22 但現今你們旣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聖別的果

子，結局就是永遠的生命。 

3 召會被話中的水徹底洗滌之後，就要這樣成爲聖別，在生機上被基督浸

透並美化，使她成爲基督榮耀的召會—祂聖別的新婦—弗五25～27，參

約十七17。 

弗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

己，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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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

病，好使她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約17:17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4 以弗所一章四節的愛是指神愛祂所揀選之人的愛，以及神所揀選之人愛

祂的愛；神所揀選的人乃是在這愛裏，在這樣的愛裏，在祂面前成爲聖

別、沒有瑕疵： 

弗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

在祂面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a 神先愛我們，然後這神聖的愛激起我們用愛回報祂—補充本詩歌三三

三、三三五首。 

補充本詩歌三三三首 
1 
我愛我主，非用天然之愛；我無可以給你。 
主，我愛你，這愛全然屬你，使我活在你裏。 
我一無所有，卻歡然經歷，倒空，消失，浸沒在你愛裏。 
2 
我主，惟你是我一切所需，我心別無所願； 
住在你裏，經歷祝福江河，從你湧流無間。 
飲生命活泉，享你作恩典，作我中心、居所、祝福之源。 
 
補充本詩歌三三五首 
1 
人的心哪，你愛甚麼？若非基督，無安息。 
哦，主，求你悅納我心，上好之愛，來愛你。 
2 
今將世界全都拋棄，我主耶穌最美麗； 
你是可愛、甘甜、柔細，憐憫、恩典全洋溢。 
3 
你的榮臉，明亮輝煌，發光照耀永無已； 
最美事物也無可比，惟你使我心歡喜。 
4 
主！是你愛先來臨及，流血拯救你仇敵； 
你之愛我，永不止息，我心豈可不愛你？ 
5 
保守我心忠誠向你，使我同你藏神裏， 
在世一切所經所歷，讓你榮耀留足跡。 

b 在這樣愛的情形與氣氛中，我們被神浸透，成爲聖別、沒有瑕疵，像

祂一樣。 

三 成爲聖別，先是分別歸神，其次是被神接管，第三是被神據有，第四是被

神浸透，且與神是一。 

四 最終，這事的結果乃是新耶路撒冷；這聖別的實體屬於神、爲神所據有、

所浸透，且與神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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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利未記十八至二十章是論到神聖別子民的聖別生活，與以弗所四章

十七節至五章十四節相符，吩咐神聖別的子民脫去舊人，穿上新

人，過聖別的生活，像神是聖別的一樣，作祂的彰顯： 
利十八～二十（畧） 
弗4:17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

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弗4:18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

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弗4:19 他們感覺旣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的污穢。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

導，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弗4:25 所以你們旣已脫去謊言，各人就要與鄰舍說實話，因爲我們是互相爲肢

體。 
弗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弗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弗4:28 偷竊的不要再偷，倒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好有所分給需要的人。 
弗4: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

見的人。 
弗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裏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

子。 
弗4: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同一切的惡毒，都要從你們中間除

掉。 
弗4:32 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

樣。 
弗5:1 所以你們要效法神，好像蒙愛的兒女一樣； 
弗5:2 也要在愛裏行事爲人，正如基督愛我們，爲我們捨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

獻與神，成爲馨香之氣。 
弗5: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題都不可，如此纔與聖

徒相宜； 
弗5:4 還有淫辭、妄語、或是粗鄙的戲言，都不相宜，寧可說感謝的話。 
弗5:5 因爲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貪婪的，（就是

拜偶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得不到基業。 
弗5:6 不要讓人用虛空的話欺騙你們，因這些事，神的忿怒正臨到那悖逆之子。 
弗5:7 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 
弗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裏面乃是光，行事爲人就要像光的兒女， 
弗5: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真實，） 
弗5:10 要驗證何爲主所喜悅的， 
弗5:11 不要有分於黑暗無果子的行爲，倒要責備， 
弗5:12 因爲他們所行隱密的事，就是題起來也是可恥的。 
弗5:13 一切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了；因爲凡將事顯明的，就是光。 
弗5:14 所以祂說，睡着的人哪，要起來，要從死人中站起來，基督就要光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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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三十二節，有三節重要的經文給我們看見，神聖三一

的神聖分賜是爲着召會生活過聖別生活的基礎： 
弗4:17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

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弗4:18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

裏的剛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弗4:19 他們感覺旣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的污穢。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

受過教導，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

壞的；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

的。 
弗4:25 所以你們旣已脫去謊言，各人就要與鄰舍說實話，因爲我們是互相

爲肢體。 
弗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弗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弗4:28 偷竊的不要再偷，倒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好有所分給需要的

人。 
弗4: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

供給聽見的人。 
弗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裏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

的日子。 
弗4: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同一切的惡毒，都要從你們

中間除掉。 
弗4:32 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

你們一樣。 

1 首先是十八節，說到與神的生命隔絕；神的生命乃是爲了在祂神聖的分

賜裏，用祂神聖的豐富供應祂的兒女。 

弗4:18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

心裏的剛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2 第二是二十一節，說到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

者，就是當耶穌在地上生活時，神的生命在耶穌身上所顯出的實行；這

是指耶穌一生的真實光景，如四福音書所記載的：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

者，受過教導， 

a 在耶穌的日常生活裏，如四福音書所記載的，有非常真實的東西，那

非常真實的東西就是神的神聖生命實化並實行出來，成爲耶穌人性中

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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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在耶穌身上的實際，是爲要用基督人性中敬虔的生活，在祂神聖的

分賜裏灌注信徒。 

3 第三是三十節，警戒我們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我們原是在祂裏面受了

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 

弗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裏面受了印記，直到得

贖的日子。 

a 蓋印的靈也是印墨；這印墨的內容、元素和素質就是神聖的生命加上

耶穌實際的人性；這印塗永遠是濕的，能以三一神浸透、滲透並泡透

我們。 

b 神的生命、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以及聖靈的蓋印，乃是神聖分賜的

三個源頭，爲着我們過彰顯聖別之神的聖別生活： 

㈠ 父的生命必須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爲實際，這實際就是那在耶

穌身上的實際；這實際作爲父生命的實行，又成了印墨，就是聖

靈。 
㈡ 這印墨印我們的時候，乃是以耶穌日常生活的實行中那神聖的生

命浸透、滲透、泡透我們，使我們成爲耶穌之生活（就是父生命

之實行）的『影印本』。 

二 以色列人不可照着他們從前生活在埃及人中的那種樣式生活（利十八

3），表徵信徒應當在從前舊的生活樣式上，脫去舊人（弗四22）。 
利18:3 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裏的人所作的，你們不可照樣作；我要領

你們去的迦南地，那裏的人所作的，你們也不可照樣作，也不可照

他們的風俗行。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

壞的； 

三 以色列人不可在他們要被領進的地上，照着迦南人的樣式生活，表徵信徒

得救後，不該模成世人生活與行爲的樣子（羅十二2）。 
羅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爲神

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四 以色列人照着神的聖別過一種聖別的生活（利十八4～二十27），表徵信

徒應當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弗四

24）。 
利十八4～二十27 （畧）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

的。 

五 『因爲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討罪孽，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

民』—利十八25，參28，二十22： 
利18:25 因爲那地受了玷污，所以我向那地追討罪孽，那地也吐出其中的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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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18:28 免得你們玷污那地的時候，地就把你們吐出，像吐出在你們以先的

國民一樣。 
利20:22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和典章，免得我領你們去住的那

地把你們吐出。 

1 美地表徵包羅萬有的基督，是爲着神子民生存和生活的供應，也是爲着

他們的享受。 

2 美地吐出受玷污且不聖別的居民，表徵包羅萬有的基督，原是我們的居

所和我們所需的一切，作我們的享受，但如果我們與祂的關係不正確，

祂就要把我們從祂自己裏面吐出去，不再讓我們享受祂（參啓三16）。 

啓3:16 你旣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就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六 要聖別，因爲神是聖別的（利十九2，二十7、26），這表徵要照着神的聖

別行事爲人，過聖別的生活（彼前一15，彼後三11）。 
利19:2 你要對以色列人全會眾說，你們要聖別，因爲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

聖別的。 
利20:7 所以你們要使自己分別爲聖，成爲聖別；因爲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利20:26 你們要歸我爲聖別，因爲我耶和華是聖別的，並且把你們從眾民中

分別出來歸我。 
彼前1:15 卻要照着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一切行事爲人上，也成爲聖的； 
彼後3: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該當怎樣為人，有聖別的生活和敬

虔， 

七 利未記十九章五節和六節題到平安祭，指明在十八至二十章所描繪神聖別

子民的聖別生活中，神聖別的子民在平安裏有交通、來往、彼此的享受，

乃是非常重要的： 
利19:5 你們獻平安祭給耶和華的時候，要獻得可蒙悅納。 
利19:6 這祭物要在獻的當天或第二天喫，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要用火焚

燒。 
利十八～二十 （畧） 

1 享受基督作平安祭，應當保持新鮮；信徒彼此之間並與神的交通若是陳

舊，就不蒙神悅納且爲神所憎惡—十九5～7，參羅六4，七6。 

利19:5 你們獻平安祭給耶和華的時候，要獻得可蒙悅納。 
利19:6 這祭物要在獻的當天或第二天喫，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要用火

焚燒。 
利19:7 第三天若再喫，這祭物就是可憎的，必不蒙悅納。 
羅6:4 所以我們藉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

生活行動，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羅7:6 但我們旣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

在靈的新樣裏服事，不在字句的舊樣裏。 

2 有分於陳舊交通的人，犯了輕看神的聖物之罪，會失去神子民中間的交

通—利十九8。 



二○一八年夏季訓練  綱要附經文 78 
 

利19:8 凡喫的人必擔當自己的罪孽，因爲他褻瀆了耶和華的聖物；那人

必從民中剪除。 

八 『不可叫你的牲畜與異類交配；不可用兩樣攙雜的種子種田，也不可用兩

樣攙雜的料子作衣服穿在身上』—19節： 
利19:19 你們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與異類交配；不可用兩樣攙雜

的種子種田，也不可用兩樣攙雜的料子作衣服穿在身上。 

1 不容許有攙雜，這指明神要萬物各從其類，沒有任何種的攙雜—參創一

11、21、24～25。 

創1:11 神說，地要長出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並結果子的樹木，各從

其類，果子都包着核；事就這樣成了。 
創1:21 神就創造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

創造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是好的。 
創1:24 神說，地要生出有生命的物，各從其類；牲畜、爬物、走獸，各

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 
創1:25 於是神造出走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一切爬物，各

從其類；神看是好的。 

2 牲畜交配不可攙雜，表徵生命不可攙雜：凡憑神生命而活的，就不可憑

肉體而活—參加五16～17。 

加5:16 我說，你們當憑着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了。 
加5:17 因爲肉體縱任貪慾，抵抗那靈，那靈也抵抗肉體，二者彼此敵

對，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的。 

3 播種不可攙雜，表徵話語的職事不可攙雜：所供應神的話，不可與世界

的話攙雜—林後二17，林前二13，提前一3～4。 

林後2:17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爲利混亂神的話，而是出於純誠，出於神，

在神面前在基督裏講神的話。 
林前2:13 這些事我們也講說，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導的言語，乃是用那靈所

教導的言語，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提前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

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事，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

對於神在信仰裏的經綸並無助益。 

4 不用攙雜的衣料作衣服，表徵我們的行爲不可攙雜：活在新約生命裏的

人，不該憑舊約的規條而活（加二19～20，五1～6）；屬於主的人，不

該照着外邦人的風俗生活（利二十23，參弗四17，羅十二2上，林後六

14～七1）。 

加2:19 我藉着律法，已經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

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加5: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住，不要再受

奴役的軛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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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5:2 看哪，我保羅告訴你們，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於你們無益了。 
加5:3 我再對凡受割禮的人作見證，他是欠着行全律法債的人。 
加5:4 你們這要靠律法得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 
加5:5 我們靠着那靈，本於信，熱切等待所盼望的義。 
加5:6 因爲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效力；惟獨藉着愛運

行的信，纔有效力。 
利20:23 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國民，你們不可隨從他們的風俗；因爲他

們行了這一切的事，所以我厭惡他們。 
弗4:17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

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羅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着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爲

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林後6:14 你們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負一軛，因爲義和不法有甚麼合

夥？光對黑暗有甚麼交通？ 
林後6:15 基督對彼列有甚麼和諧？信的同不信的有甚麼同分？ 
林後6:16 神的殿同偶像有甚麼一致？因爲我們是活神的殿，就如神曾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他們的神，他

們要作我的子民。』 
林後6:17 所以，『主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得以分別，不要沾不

潔之物，我就收納你們。』 
林後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子和女兒。這是全能的主說

的。』 
林後7:1 所以親愛的，我們旣有這些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肉身和靈

一切的玷污，敬畏神，以成全聖別。 

叁 我們需要過一種與祭司職任相配的聖別生活；惟有藉着天天接觸完

全的基督，享受祂並經歷祂，纔能成爲這樣的人；祂要使我們完

備、完全，且得到適當的平衡；這樣，我們就彀格在新約時代作祭

司事奉神—彼前二5、9，參利二一16～24。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成爲聖別的祭司體系，藉着耶穌基督

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彼前2: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

產業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利21:16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1:17 你要對亞倫說，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凡有殘疾的，都不可近前來獻他神的

食物。 
利21:18 因爲凡有殘疾的，無論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體畸形的、 
利21:19 折腳折手的、 
利21:20 駝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長癬的、長疥的或外腎損壞的，都不可

近前來。 
利21:21 祭司亞倫的後裔，凡有殘疾的，都不可近前來，獻耶和華的火祭。他有殘

疾，不可近前來獻神的食物。 
利21:22 神的食物，無論是至聖的或聖的，他都可以喫； 
利21:23 但不可進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壇前，因爲他有殘疾，免得褻瀆我的聖

所；我是使聖所分別爲聖的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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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1:24 於是摩西告訴亞倫和亞倫的兒子們，並以色列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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