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教导说，神是圣洁的，他也要他的百姓圣洁。希伯来书 12:14 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对于这个挑战，彼得也强调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

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

1:15-16）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圣洁。成圣的教义旨在显明神是如何成就他的心意的。

当圣洁与重生和称义联系在一起时，意思就不一样了。重生改变的是我们的本性，称义是我们在

神面前有合法的位置，神的接纳改变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成圣改变的则是我们的品格和行为。神

既然证明我们已经无罪，就宣告我们是义人。当他使我们成圣，我们就成为了义人。称义使得我们能

够恢复与神的关系，而成圣显明的则是这种新的关系所结出的果子。

在本章，我们将用两课来研究成圣的教义。在第一课，我们来看一下成圣是什么意思。在第二课，

我们来研究成圣的过程。

教义的陈述

成圣就是将人从罪恶中分别出来，并且献给神（罗马书 12:1-2；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希伯来书

13:12）。

圣经教导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 12:14）。

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顺服主的吩咐：“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 1:15-16）。

成圣在信徒身上实现出来，是藉着对联于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认同，并藉着每日倚靠此联合的信心，

而且藉着持续将全人降服于圣灵权下的奉献（罗马书 6:1-11, 13；8:1-2, 13；加拉太书 2:20；腓立比书

2:12-13；彼得前书 1:5）。

课程	8.1	 成圣的意义

8.1.1 比较并对照圣洁、公义、成圣这三个词。

8.1.2 解释圣徒的含义。

课程	8.2	 成圣的过程

8.2.1 解释为什么成圣是即时的，也是渐进的过程。

8.2.2 讨论神在成圣中的角色。

8.2.3 讨论我们在成圣中的角色。

目
标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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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的意义
 

关于成圣，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觉得这与人的头

发长短或是否佩戴首饰有关。有些人相信成圣意味着妇女应当蒙头，

男人应当留长胡子，生活中不应当有音乐、笑声或电视。这些都是

人为的想法。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神的想法如何。我们需要知道

圣经关于成圣的教导。

什么是成圣？

成圣的核心意义就是指分别出来：即从某物中分离出来，另作

他用。就像厨师做饭有一套砧板，一个砧板专用于切菜，另一个专

用于切肉，还有一个专用于切面包。那些跟着厨师一起工作的人都

知道，他们不可以用切肉的砧板来切面包。因为沾过肉的砧板会染

到面包，人吃了会生病。可以这样说，厨师已经把一个砧板从切肉

砧板中分别出来，专门为用来切面包。而圣经意义上的成圣，则是

指把人从罪恶或平常的工作中分别出来，奉献给神。成圣必须包含

两个方面——分别和奉献，只靠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够的——

二者必须共同效力，才能是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和公义。

另外，献上这个词也有使之成为圣洁的意思。在旧约时代，人

们把各种各样的人或物献上给神，使之成圣，包括衣物（出埃及记

28:2-4），器皿（40:9），殿（列王记上 9:3），还有祭司（出埃及记

30:30）。

1 成圣包含了哪两个方面？

在新约里，成圣在本质上更多是指个人的成圣。耶稣向天父祷告，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约翰福音 17:17）。保罗也说明基督使

教会成圣（以弗所书 5:26-27），并且表达了他的愿望，愿神自己来

使读书信的人“全然成圣”（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耶稣自己也被父分别为圣，来成就他在世上的旨意。他是“父

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约翰福音 10:36）。如果耶稣作为

我们的主和榜样，都被分别为圣，那么我们也同样需要分别为圣。

我们在下一课会讨论成圣是如何发生的。

8.1.1 目标  
比较并对照圣洁、公义、成

圣这三个词。

122 神学入门

课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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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圣洁？

我们在讨论成圣时，需要理解一个关键词——圣洁。我们对于

圣洁的理解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圣经清楚地教

导说，神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圣洁。”（Jenney 1994, 405）以赛亚所

看到的主的异象中，有天使呼喊说，“圣哉 ! 圣哉！圣哉！万军之

耶和华……”（以赛亚书 6:3）。在启示录 4:8，也有活物围绕着宝座，

发出同样的呼喊。在利未记，主论到自己说，“我是圣洁的”（利

未记 11:44）。

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与罪恶完全隔绝。如此，人类就面临

一个问题，因为堕落的人类里存在着罪性，是不圣洁的。圣洁的神

不能跟罪人有份。然而神愿意跟人类交通。因此人类必须也某种方

式来跟神交通。

我们译成“成圣”的这个词在圣经里和“圣洁”是同一个字根。

圣经中圣洁的这个词的含义是分别出来，洁净或净化并奉献（Jenney 

1994, 405, 406, 411）。旧约教导说，罪或不洁净使得人或物不得靠

近神。以赛亚进入圣洁的主的同在时，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罪。他

呼喊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

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 6:5）。其中有

一个撒拉弗从坛上取了一个火炭，沾了以赛亚的嘴唇，说他的罪已

得赦免（6:6-7）。那火炭是从坛上取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祭坛

是献祭的地方。旧约教导说，罪是借着在坛上献正确的祭物才得赦

免的，若要从不洁中成为洁净，还要经过正确的洁净礼仪（Jenney 

1994, 406-407）。在新约里，我们发现旧约的祭物全都指向耶稣，他

为我们成为了全然的祭（希伯来书 10:10）。

也许有人会问，“在这个充满罪恶污秽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能

够成为圣洁的子民？”就如从咸水里捞上来的鱼本身并没有咸味一

样，神创造了人，也要叫人在罪恶的环境中保持圣洁。耶稣的死使

得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神的百姓即使被不洁的人群或物体所环绕，

也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圣徒这个词的意思是“圣洁的人”。在天主教会，有些特殊的

人被尊为圣徒。在新约里，有六十多处神的百姓被称作圣徒。这个

词不是用来称呼某些“特殊的”基督徒的，乃是用来称呼所有基督

8.1.2 目标  
解释圣徒的含义。

123第8章  8.1 成圣的意义

课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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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神期望并要求他的百姓圣洁。成圣是神使他的百姓变得圣洁

的一个过程。

义这个字的意思跟圣洁是比较接近的。义是指“正义、公正的

品质”（Vine 1984, 980）。在旧约中，义是因着顺服律法而生的；

在新约中，义是藉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生的（腓立比书 3:9）。

Stanley Horton 教导说，“义就是指跟神的律法保持一致”，“圣洁

是指跟神的属性保持一致”（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49）。也就是说，

义更强调外在的顺服，而圣洁则更强调内在的动机和纯洁。

2 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信徒都可以自称为圣徒？

3 比较并对照公义和圣洁这两个词。

称义是神为我们所作成的工作（for us），而成圣是指神在我们

里面作成的工作（in us）。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然而，

成圣还是一个过程，伴随着我们一生的生活。在下一课，我们将对

成圣的过程进行更多的学习。

4 描述成圣和称义之间的区别。

124 神学入门

课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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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的过程
 

现代的人都喜欢快节奏。我们要开最快的车，要用运行速度最

快的电脑。我们饮用速溶咖啡，看重大新闻。出现问题时，我们也

希望得到快速的解决办法。

在很多方面，我们也把这种习惯带入信仰基督的旅程中。我们

想要即时的基督教，好叫我们跟着某个三部曲的计划，就能够让生

命迅速成熟起来。陶泽（A.W.Tozer）发现，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忽

略了一个事实，刚信主的人像新生儿一样，是有生命的生物，要想

保证正常的成长，就必须不断地汲取营养和运动。”（Wiersbe 1978, 

105）我们并不期望一个婴儿瞬时间长大成人，他必须要经过成长的

过程。同样地，我们也不应当期望新信徒一下子变成成熟的基督徒。

他们也必须要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也

正是我们在本课要讨论的成圣的问题。

成圣既是瞬时的，也是渐进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成圣是一项瞬时完成的工作。保罗写道，“你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哥

林多前书 6:11）这里的动词洗净、成圣、称义都是指已经完成的经历

（Jenney 1994, 415）。我们最初相信耶稣的时候，在他里面即刻因信称义。

在那一刻，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证实了这一点，“我

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

来书 10:10）。我们在最初信主的时候，神就宣告了我们是圣洁的，也

就是说，我们已经处于圣洁的位置了（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49）。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成圣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约

翰写道，“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

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 1:7）。这里的洗净是一个

现在时的动词，即耶稣的血正在使我们变得圣洁。“所以，圣灵每一刻

都在洁净信徒，因此信徒在神面前总是圣洁的”（Jenney 1994, 417）。

希伯来书 10:14 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从律法上讲，我们已

经圣洁。然而同时，神又在继续使我们变得圣洁。当我们如此相信时，

主耶稣的圣洁也归在我们身上。我们站在神面前，是完全的。他完

全的义也归于了我们（哥林多后书 5:21；歌罗西书 2:10）。但是，他

的圣洁能否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些神学

家把这种彰显成为“实际的圣洁”（Menzies and Horton 193, 150）。

8.2.1 目标  
解释为什么成圣是即时的，

也是渐进的过程。

125第2章  神的特性，第一部分

课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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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释处于圣洁的位置和实际的圣洁之间的差别。

处于圣洁的位置跟实际的圣洁或渐进的圣洁之间的差别就好像

摄影用的滤波器。照相机的镜头上安装了滤波器之后，再透过镜头

所看到的物体的颜色和外观都会发生改变。耶稣的血为信徒也提供

了一个圣洁过滤器。神透过基督的血来看我们时，他看到的不是我

们的罪，而是耶稣的公义和圣洁。因着耶稣的献祭，我们在父面前

是圣洁的。然而，周围的人仍然会看到我们的罪。我们开始信主的

时候，神就宣告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成圣，接着，神就在我们的生命

中开始作成圣的工作，这个过程将伴随我们一生。最后，我们的生

命要开始真正地彰显出神的圣洁。

6 为什么成圣既是即时的，又是渐进的过程？

人与神的配合

农夫知道，虽然单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带来丰收，但是他仍然预

备土地，种庄稼。他必须倚靠神来给种子赐生命，并提供阳光和雨水。

但不管怎样，他知道自己该做的就是犁地、播种、耕作。从某种意

义上讲，他跟神是合作的伙伴。为了丰收，双方都必须做好自己的

那一份工作。农夫不能代替神作工，神也不能代替农夫作工。同样

的道理，人也需要同神配合，好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圣洁的果子。

若没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就不能成为圣洁。与此同时，

我们也必须尽自己的本分。

神对自己的工作一向是信实的；他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而作出

不完全的工作来。为了成就成圣的工作，他差遣耶稣来，让我们因

着耶稣献的祭而成为圣洁（希伯来书 10:10）。耶稣的血除去了我们

的罪，使我们能够行在圣洁中（约翰一书 1:7）。其次，神也藉着他

的话来洁净我们（以弗所书 5:25-27）。最后，神差遣他的圣灵来继

续和我们一起努力，使我们成为圣洁。彼得写道，我们已经藉着圣

灵洁净的工作得蒙拣选（彼得前书 1:2）。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好

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他将神话语的真理显明给我们，使我们清

楚地认识耶稣，并使我们心中充满渴望，要效法基督。他的目标就

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罗马书 15:16）

神使我们成圣的方式之一就是管教。根据希伯来书 12:7、10 节，

神让我们的生活中遇到难题是有管教的目的的。“生身的父都是暂

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

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10 节）圣经常提到用火来炼贵重金属。

8.2.2 目标  
讨论神在我们成圣的工作中

扮演的角色。

126 神学入门

课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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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把金子或银子中的杂质炼净，银匠首先把金属放在火中熔化，

直到杂质浮上表面，可以除去。他不断地重复这道工序，直到他能

够从金属表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同样地，神也是如此炼净我们，直

到我们开始反映出他的形象和圣洁。

7 解释神在我们成圣中扮演的角色。

在成圣方面，我们可以一直相信神会作成他的那一份。保罗在

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祷告时，提到了神的信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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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24）

当然，在成圣的过程中，人还需要尽自己当作的一份。思考下

面两节经文：

•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

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后书 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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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7:1）

彼得教导说，我们成圣必须付出努力。保罗指出当我们“洁净

自己”的时候，就会进入完美的圣洁。这里的意思是指完成、使我

们的圣洁完全。神使我们圣洁，当我们洁净自己的时候，就会完成

这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完成这个工作：

1. 我们必须立定心志，来追求圣洁。“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

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腓立比书 2:13）当我们决志寻求

神的旨意，我们的行为就会自然跟上。保罗在写给歌罗西教

会的人的书信这样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

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

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歌罗西书 3:1-2）

2. 我们必须有意地把自己分别出来，离开那些会导致我们犯罪

的事物。我们不要像变色龙那样，跟着周围的环境来改变颜

色。这类人往往更多地关心自己是否博得别人的好感，而不

是彰显神的圣洁。保罗告诫提摩太说，要逃离属世的东西，

追求敬虔（提摩太前书 6:11；提摩太后书 2:22）。我们若是

有意地转离邪恶，归向神，就是在洁净自己了。

3. 我们必须操练约束自己。关于自我约束的操练，主要是通过

自己坚持祷告和学习圣经来完成的。耶稣告诉门徒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路加福音 22:46）。保罗鼓励我们要“不住

8.2.3 目标  
讨论我们在成圣中扮演的角

色。

127第2章  神的特性，第一部分

课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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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藉着祷告，我们将神的

能力和同在带入自己的生命中，他也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圣灵帮助我们用各种方式祷告，其一就是用方言祷告。有效

的祷告常常是与神的话语联结在一起的，神的话语也炼净我

们（约翰福音 17:17），与“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

摩太后书 3:16）。当然这种祷告和圣经学习不会自然地发生。

我们总是会很累或很忙，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若是认识到

了这一点，就必须约束自己，专门安排出时间来进行有规律

的祷告和圣经学习，并且坚持执行所作的计划。圣灵藉着圣

经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但是倘若我们不以圣经的话语来充满

自己，圣灵也无法来作洁净的工作。

4. 我们必须顺服。我们必须顺服神的话语（诗篇119:9）和圣灵。“你

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5:16）

接着保罗又写道，“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5:25）顺着圣灵而行，意思就是顺服他，倚靠他。二人同行

时，当中必须有一人带领，另一个人只要跟着带领人的步伐

走即可。我们跟着圣灵的步伐走，他走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他何时停，我们就停；他何时转弯，我们就转弯。换句话说，

我们让自己的生命降服于圣灵的掌管和引导，这圣灵是住在

我们里面的。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他就能够使我们圣洁。

我们在前几章学过，罪的根源在于背逆神，取代神在我们生命

中的领导地位。与之相反的是，圣洁的根源在于完全地降服于神和

他的圣灵。保罗在罗马书 12:1 节总结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

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成圣是一生之久的过程。即便我们坚持做到以上列出的几个步

骤，仍然会有经历失望和失败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思想来安慰自己：（1）“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罗马书 8:1）在神的眼中，我们藉着耶稣的宝血已经圣洁称义了。

（2）我们都期盼着那一日的来到，即这个成圣的过程最终成就的日子。

约翰这样描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

的真体。”（约翰一书 3:2）我们热切地期盼耶稣再来。在那一刻，

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成圣的过程也就此完成了。

8 你如何与神合作使自己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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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最佳答案，并将其前面的字母圈起来。

1．成圣还可以用______一词来代替。

a）奉献、使圣洁

b）公义的

c）纯洁

d）使称义

2．成圣的核心意义在于______分别出来。

a）从罪恶中

b）为神和他的旨意

c）从这个世界

d）离开罪恶或平庸的生活，并为神和他的旨意

3．成圣是一个过程，______。

a）使人在神面前称义

b）使人成为圣洁

c）使人重生

d）使人得救

4．圣徒的字面意思是______。

a）“义人”

b）“被称为义的人”

c）“圣洁的人”

d）“受膏的人”

5．圣洁就是符合______。

a）神的本性

b）教会的传统

c）神赐下的律法

d）某个文化中的道德规范

129第8章  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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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神眼中的正义品格是靠着______得着的。

a）称义

b）成圣

c）重生

d）得救

7．成圣是______。

a）一个过程

b）一种选择

c）在得救的时候瞬时发生的事情

d）一个过程，也是得救时瞬时发生的事情

8．新约中的成圣这个用的时态是______，以表明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a）现在时

b）将来时

c）不定过去时

d）未完成时

9．成圣是______。

a）神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b）信徒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努力达到的境界

c）神与信徒一同合作成就的工作

d）教会的工作

10．因为成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信徒必须尽好自己的本分，______。	

a）决志要更加像基督，并坚持属灵的操练

b）不采取什么行动，只是让神来动工

c）依照律法来生活

d）效法其他信徒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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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将来的计划

第3 单元

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那就是盟军对法国的袭击。当时法国被

希特勒的军队所占据，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领土。盟军的使命就是要袭击法国，击

毁希特勒的军队，将这片土地还给它真正的主人。

耶稣来到世上也有一个使命：“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 3:8）

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撒但的工作，使人得自由，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将它归还给真正的主人，

就是神。他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来完成，因为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

福音 28:19）。要完成这个使命，我们需要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保罗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他走遍很多地方，开拓并建立教会。这个使命的目标就是要在将来的某一天，世

上的国要真正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 11:15）

耶稣要藉着教会及其事工来完成他的计划。他要为将来而预备我们，并藉着像医治这样的事

工来关心我们。本单元会讨论教会及其事工，最后再简单地看一下神为将来所作的预备，不仅是

为他的儿女，也为了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被提、基督千禧年的掌权、审判、和神为他的

百姓预备的永恒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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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教会及其使命

9.1 教会的含义

9.2 新约教会

9.3 教会的使命

第10章	 事工

10.1 侍奉的呼召

10.2 教会与事工

10.3 事工的目标

第11章			 神迹医治

11.1 疾病的问题

11.2 神所预备的医治，第一部分

11.3 神所预备的医治，第二部分

第12章			 有福的盼望	

12.1 耶稣再来的两个阶段

12.2 被提的时间

第13章			 末后的事情

13.1 基督的千禧年掌权

13.2 最后的审判

13.3 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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