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圣洁
❖ ⼀一个新⽣生⼉儿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是多么喜乐的事情。在孩⼦子出⽣生之后，
便便开始成⻓长。从婴孩到⻓长⼤大成⼈人需要很多年年，这⾥里里的成熟包括了了身体上，社
交上的，教育上的成⻓长。这个过程所⽤用的速度不不⼀一，这取决于“影响”，“教
育”和“营养”等很多因素。 

   同样，圣洁就是我们灵命成熟的过程，圣经中明确的告诉了了我们，怎样能更更
像耶稣基督。就像是孩⼦子会遗传⽗父⺟母的身体特征，我们也会继承⽗父⺟母的灵命特
征。这⼀一课将教我们逐渐成圣的真理理，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在成圣过程中的
责任。 

❖ 什么是成为圣洁？ 

➢ 1. 成圣的意思就是：就是为了合乎主用⽽“成为”，
“圣洁”。 

提摩太后书2：21⼈若⾃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
器⽫，成为圣洁，合乎主⽤，预备⾏各样的善事。 

⼈人物的成为圣洁，就是把⼈人物从设计者的设计⽤用途中分别出来。 

⼀一个杯⼦子成为圣洁了了，当我们只⽤用它喝喝⽔水时。当我们只⽤用⼀一个汤勺吃饭时，这
个汤勺成为圣洁了了。当我们顺服于上帝的设计和⽬目的时，我们也就成为圣洁了了。

• 耶利⽶书1：5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
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 耶利⽶书18：3我就下到窑匠的家⾥去，正遇他转轮做器
⽫。4窑匠⽤泥做的器⽫，在他⼿中做坏了，他又⽤这泥
另做别的器⽫；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5耶和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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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圣洁

就临到我说：6「耶和华说：以⾊列家啊，我待你们，岂
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列家啊，泥在窑匠的⼿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中也怎样。 

➢ 2. 成为圣洁是上帝解决⼈类罪性的⽅法。 

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愿赐平安的神亲⾃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
时候，完全⽆可指摘！ 

• 帖撒罗尼迦前书4：3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
淫⾏；4要你们各⼈晓得怎样⽤圣洁、尊贵守著⾃⼰的⾝
体。 

• 以弗所书5：26要⽤⽔藉著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
以献给⾃⼰，作个荣耀的教会，毫⽆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成圣是上帝改变我们品格和⾏行行为的过程，就是那因罪⽽而不不再完美的品格和⾏行行为。
成圣能使我们更更像耶稣基督。 

➢ 3. 成为圣洁是⼀个过程。 

彼得后书3：18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
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 希伯来书12：1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著
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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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2仰望为我们信⼼创
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字架的苦
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注意以下成为圣洁的⼋八个要素：

信⼼心：⾜足够的信⼼心去顺服祂。 

德⾏行行：洁净你的动机和道德。 

知识：通过上帝的话语学习祂。 

节制：在⽣生活中各⽅方⾯面节制。 

忍耐：⼀一直忍耐，直等到我们想要的。 

虔敬：以基督的态度回应各种事。 

爱弟兄的⼼心：像耶稣⼀一样待⼈人。 

爱：⽤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他⼈人，服侍神。 

就像身体的成熟需要很多年年，成圣同样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成⻓长过程。 

救恩就像是出⽣生，是⼀一个奇迹的时刻。但是成圣就像是成⻓长，是⼀一个⼀一⽣生的过
程。 

❖ 我们怎样成圣？ 

➢ 1. 通过他的话语。 

约翰福⾳17：17 求你⽤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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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圣洁

• 诗篇119：9少年⼈⽤什麽洁净他的⾏为呢？是要遵⾏你的
话！ 

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切两刃
的剑更快，甚⾄魂与灵，⾻节与⾻髓，都能刺⼊、剖开，连
⼼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上帝的话语⼀一定要读，相信和顺服。成圣就是这样做所结的果⼦子。不不顺服上帝
的话语是很危险的（⻅见哥林林多前书5：5-13）。 

➢ 2. 通过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约翰福⾳15：1「我是真葡萄树，我⽗是栽培的⼈。2凡属我
不结果⼦的枝⼦，他就剪去；凡结果⼦的，他就修理乾净，
使枝⼦结果⼦更多。3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乾
净了。4你们要常在我⾥⾯，我也常在你们⾥⾯。枝⼦若不
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你们若不常在我⾥⾯，
也是这样。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常在我⾥⾯的，我
也常在他⾥⾯，这⼈就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
做什麽。6⼈若不常在我⾥⾯，就像枝⼦丢在外⾯枯乾，⼈
拾起来，扔在⽕⾥烧了。7你们若常在我⾥⾯，我的话也常
在你们⾥⾯，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8你
们多结果⼦，我⽗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9我爱你们，正如⽗爱我⼀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10你
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正如我遵守了我⽗的
命令，常在他的爱⾥。11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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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12你们
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样；这就是我的命令。13⼈为朋
友舍命，⼈的爱⼼没有⽐这个⼤的。14你们若遵⾏我所吩咐
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我们是葡萄枝，耶稣是葡萄树。没有树枝⼦子就不不能活。 

➢ 3. 通过住在里面的圣灵。 

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既然敞著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
的灵变成的。 

• 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的⾝⼦就是圣灵的殿吗？这
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头的；并且你们不是⾃⼰的
⼈ 

我们必须⼩⼼，不让⽣灵担忧，或是熄灭圣灵在我们⾝上的
⼯。 

❖ 在成圣的过程中，基督的责任是什么？ 

➢ 1. 在这个过程中，信靠上帝的旨意和所做的⼯。 

腓⽴⽐书1：6我深信那在你们⼼⾥动了善⼯的，必成全这⼯，
直到耶稣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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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
我在你们那⾥，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更是顺服的，就
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夫。 

13因为你们⽴志⾏事都是神在你们⼼⾥运⾏，为要成就他的
美意。 

上帝所做的功在成圣的过程中是从⾥里里到外的，我们的⾏行行为要反映出我们⾥里里⾯面的
救恩。 

箴⾔书4：23你要保守你⼼，胜过保守⼀切（或作：你要切
切保守你⼼），因为⼀⽣的果效是由⼼发出。 

改变是从内⼼心开始。 

➢ 2. 操练敬虔 
提摩太前书4：7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老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
⼰己。 

在我们的思念上-腓⽴立⽐比书4：8 

在我们的⾔言语上-以弗所书4：25-32 

在⾏行行为上-歌罗⻄西书3：17 

在我们的私欲上：雅各书4：1-2 

➢ 3. 脱下不义的⾏为，穿上义的⾏为。 

• 以弗所书4：22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为上的旧⼈，这旧⼈
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3又要将你们的⼼志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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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4并且穿上新⼈；这新⼈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
理的仁义和圣洁。 

• 歌罗西书3：9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和旧⼈
的⾏为， 

新⼈人旧⼈人这两个词⽤用在这⾥里里，意思指的是得救前后的我们不不同的本性。指的是
每天除去旧我的恶⾏行行，披戴耶稣基督义⾏行行的过程。 

Col 3:10  穿上了新⼈。这新⼈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
的形像。11在此并不分希利尼⼈、犹太⼈，受割礼的、未受
割礼的，化外⼈，西古提⼈，为奴的、⾃主的，惟有基督是
包括⼀切，又住在各⼈之内。12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就要存（原⽂作穿；下同）怜悯、恩慈、谦
虚、温柔、忍耐的⼼。13倘若这⼈与那⼈有嫌隙，总要彼此
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
14在这⼀切之外，要存著爱⼼，爱⼼就是联络全德的。15又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
体；且要存感谢的⼼。 

我们应该脱下： 
• 愤怒怒 

• 说谎 

• 论断 

• 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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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圣洁
• 偷盗 

我们应该戴上： 
• ⾃自控 

• 诚实 

• 和平 

• 顺服 

• ⼯工作 

➢ 4. 洁净自⼰。 

哥林多后书7：1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
净⾃⼰，除去⾝体、灵魂⼀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洁净⾃自⼰己是我们⼀一⽣生中必须每天做的事情，它不不是化妆的过程，使⾃自⼰己看起来
好看。它是讨神喜悦的过程。 

• 歌罗西书1：10好叫你们⾏事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
悦，在⼀切善事上结果⼦，渐渐的多知道神； 

• 约翰⼀书1：9我们若认⾃⼰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切的不义。 

➢ 5. 远避淫⾏行行，追求道德上纯洁。

帖撒罗尼迦前书4：3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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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后书2：22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祷告主
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 歌罗西书3：5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
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样）。 

❖ 成圣有什什么样的回报？


➢ 1. 充满信实和硕果累累的⽣命。 

彼得后书1：2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
的加给你们。3神的神能已将⼀切关乎⽣命和虔敬的事赐给
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4因
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
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5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又要加上德⾏；有了德⾏，
又要加上知识；6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
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7有了虔敬，又要
加上爱弟兄的⼼；有了爱弟兄的⼼，又要加上爱众⼈的⼼；
8你们若充充⾜⾜的有这⼏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上不⾄於闲懒不结果⼦了。9⼈若没有这⼏样，就
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的罪已经得了洁净。10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
不移。你们若⾏这⼏样，就永不失脚。 

恩惠平安多多加给我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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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知道神的供应充⾜足（3节） 

我们经历灵命成⻓长（5-7节） 

多产结果⼦子（8节） 

永不不失脚（10） 

➢ 2. 地上和天上的奖赏。 

• 提摩太前书4：8「操练⾝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
都有益处，因有今⽣和来⽣的应许。」 

• 马太福⾳16：27⼈⼦要在他⽗的荣耀⾥同著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各⼈的⾏为报应各⼈。 

保持敬虔的⽣生活⽆无论归天家还是在地上⽣生活都是有益处的。 

❖ 测试 
➢ 1. 成圣的意思就是——，——。——合乎主⽤用⽽而————。 

➢ 2. 成为圣洁是上帝——⼈人类罪性的⽅方法。 

➢ 3. 成为圣洁是⼀一个————。经⽂文——。 

➢ 4. 我们怎样成为圣洁？ 

a. 通过他的————。经⽂文——。 

b. 通过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经⽂文——。 

c. 通过——的圣灵。经⽂文———。 

➢ 5. 我们要⼩小⼼心不不要——圣灵，也不不要——祂在我们身上的⼯工。 

➢ 6.我们在成为圣洁中得责任是什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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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圣洁
a. 信靠上帝的——和——在这个过程中。经⽂文——。 

b. 操练——。经⽂文——。 

c. 脱下——的⾏行行为，穿上——义的⾏行行为。经⽂文？ 

d. ——⾃自⼰己。经⽂文——。 

e. ——淫⾏行行，——道德上纯洁。经⽂文——。 

f. 保持经前的⽣生活是有——。经⽂文——。 

❖ 背诵经⽂： 
约翰福⾳音：17：17 

腓⽴立⽐比书1：6 

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彼得后书3：18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