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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
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特别是

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

在美国，没有绝对只有相对，没有绝对变成没有

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

真理。只有神的话是绝对的，这是万古不变的一

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7:1

件事情，大家记住这句话，对你会一生助益无穷。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

亲爱的弟兄啊，

神要求他的儿女，要完全而且无条件地从这个世
界分别出来，生活里面必须归耶和华为圣。你去
看撒迦利亚书 14：20，“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
字是特别用大字印刷的，圣经中很少有这样的排
版，就这几个字特别。
一． 我们的主是从来不妥协的一位神。
你去看看圣经，什么地方看到我们的主妥协
了？比方说，
“你要那样，我要这样，让我们商量
商量，折中好了。
”有吗？整本圣经，没有这样的
例子。在人与神的关系上面，耶和华神从来没有
一个“妥协”的字眼存在，当然，在罪的问题上
祂更不可能妥协；而人呢？会妥协，但是人从来
也没有照自己提出的妥协方法行的。如果人同意
以一种比神的观念更低的标准去行的话，奇怪的
是马上就失败了，人连那较低的标准也做不到。
因此人必须绝对地接受神的标准，以神给你的力
量来行才能得胜。
神的一个基本的、不可避免的、永恒的律，就
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
洁。”(利未记 11:44)。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
“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创世记 17：1）。神
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也是今天对每一个信徒的要
求。
哥林多后书 6：14- 7：1 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说
到同一件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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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和黑暗
有甚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注：“彼列”就是
撒但的别名）有甚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甚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么相同呢？

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其实，
这段新约圣经跟我刚刚读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在
我面前作完全人”的话意思差不多，只是更具一
种命令的口吻，而且特别强调。
以赛亚书 52：11，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
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哪，务要自洁。”巴比
伦是外邦人的世界，神叫祂的儿女要从他们当中
“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分别为圣”。这段经文，
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好的一个例证。以色列人出
埃及对以色列的历史是很好的一个诠释。那时候
的以色列国预表今天的个人、今天的教会、今天
的国家。个人与教会都被要求以信心的原则来行
事为人，这是神的要求，要我们为神的缘故冒一
切的危险。信心是经常呼召人到他不知道的地方
去。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时候，亚伯拉
罕并不知道该去哪里，除了神的呼召他什么都不
知道，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顺服。
“神叫我去我就
去。”神自然会一步一步地带领他。其实不管是个
人、教会或是国家，经常面对同样的困难，就是

我们不肯顺服，我们抵挡神的命令。在这方面古

制人的思想、刺激人的欲望、使人沉沦、叫人道

代跟现代完全如出一辙。

德败坏的所在。今天，道德的败坏取代的人敬畏

但是听神的话，遵行他的教导的人，神必保
护他们，因为神有应许，神要跟他们同在，并供

神的灵性生活，人文主义取代了宗教，把神人性
化。

应他们的需要。在古时候，神对祂的子民说“我

以色列是预表今天的教会和神的儿女。以色

必亲自和你同去”
（出埃及记 33：14）。今天神也

列受到埃及的捆绑压迫，还要做奴隶服事他们。

说“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

今天的世界也希望基督徒做它的奴隶，不吭不响

音 28：20）。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

跟着它走。不少基督徒也真的挂起免战牌，
“何苦

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希伯

去跟他们争战呢！”

来书 13:6）。我们看见主从来不妥协的。主要求

我有一种执着的个性，可能不是大部分人都

我们学祂那样的圣洁，所以在属灵的真理上，我

有的。我对魔鬼的作为非常憎恶，我不是一个看

们是不妥协的一群。你若妥协了，你就没有遵行

见恶事就往后退的或者抱着“无所谓”态度的人。

神的命令，而且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啊，神

这些恶人当惹到我的时候一定不会好受，我会花

是不会吃亏的。

几年的功夫对付一件事情，绝不放弃地追查到底，

二．世界是反对神和神的儿女的。
我们再思想，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埃及做奴
隶，埃及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引诱。以旧约来阐释
新约的经文，有些预表，我们必须加以说明：不
论什么时候，圣经提到埃及，它是预表这个世界
的。这个埃及是跟神敌对的，它是远离神、跟神
的儿女敌对的，它是世俗化的一个代号。这个世

当然是要讲道理的。如果你发现一桩邪恶的事，
你不制止，他食髓知味，以后还会继续祸害别人。
所以我必须制止他，我牺牲一点没关系。
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中，只有神的手可以叫
他们得释放。经文中的“法老”象征着“世界的
神”，并不是神指定的，乃是人的选择。法老骄傲
地否定神对人的权威，法老宣称他能够控制人，

界已经卖给罪了，是下流的、卑劣的、没有什么
价值的。
埃及代表这个世界的文化、文明和商业的发
达。埃及是一个文化古国，甚至比中国还要古老。
英国博物馆里面有个木乃伊，躺在那里，褐色的
头发、蓝色的眼睛、鹰钩鼻都栩栩如生。古代的
膏抹技术、保存尸体的技术，令今天的人赞叹不
已；古埃及也是建筑、文学、艺术的的摇篮，它
的建筑水平特别的高超；几千年前怎么会建造出
金字塔的？现代人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怎么就有了
这样的技术；天文学的研究，现代医学的研究也
是从埃及开始的；尼罗河谷是当时世界的谷仓，
古埃及更是当时世界的商业中心。
埃及跟今天的世界一样，文化、艺术、科学
技术高度发达，可惜，它预表这个世界，它要控

人要对他效忠，他反对神的旨意，强把他的意志
加在人身上。
今天世界同样要我们做它的奴隶，撒旦对人
方法就像当年法老对待以色列人一样。神经常呼
召人要脱离埃及的辖制，而撒旦是神的百姓得释
放的阻力。人心渴望从神得自由，但撒旦总想去
除人的这种欲望，叫人活在它的控制之下。所以

人要挣脱撒旦的控制真有重重的困难，有时候看

旦在各处反对神，并且在那些寻求和服事神的人

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不要忘记神有办法。

面前设置障碍物，要叫人只跟撒旦有交往，不能

三．神对人的要求。
我们要记住刚才读的林后 6：14- 7：1 的那段
话。分别为圣，这是又真又活的神对人的要求，
不是写下来叫你做选择，或是叫你来评判此话正
确与否，而是叫你去行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从
世界分别出来，追求圣洁，并且基督徒之间彼此
有交通。对这种要求的反应就是要敬拜主，把身
体当作活祭献给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自己
的人，我们是由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主钉死在
十字架上，用宝血涂抹、洁净了我们，因此把身
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神对属
祂的人的一个期望。
四．撒旦的诡计。

跟神亲近。
撒旦要我们妥协，但是神坚持要求祂的儿女
驯服祂，要我们过公义、圣洁的生活，敬虔度日。
撒旦知道，它没办法跟能神的能力相抗衡，就在
信徒身上下功夫，它就提出一系列在道德上以及
灵性上的妥协方案。
其实撒旦从来没有被打败过的。你可能会说
“撒旦不是被主耶稣打败了吗？”神虽然最后必
得胜，但是不是由一次冲突就能把撒旦击倒。你
看主耶稣受到世界之神撒旦的试探，三次之后撒
旦才逃跑。路加福音 4：13 说“魔鬼用完了各样
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是“暂时离开”，显
然还要回来的。它还会穿上不同颜色的外衣来试
探你，只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叫你不上它的当。

撒旦希望我们跟世界妥协，希望我们跟着这

雅各书 4:7 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

世界走，它就设下一些诡计。撒旦对神的要求作

们逃跑了。”有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你遇见熊，

出即刻的反应，每当一个信徒以顺服来回应神的

你不要跑，你若背对着熊跑的话你就没命了，因

呼召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世界之神撒旦有话要讲。

为以你身体的耐力，你跑不过它。你要面对着他，

于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冲突：一边是神，一边

看着这只熊，慢慢往后退，这熊知道你对它有防

是撒旦。

备，也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同样对付撒旦魔鬼，

出埃及的故事就启示出这种争战的过程。撒

你不能逃，只能抵挡。这也是我对付恶事的方法，

旦的第一个反应，可以从法老怎样回答摩西的要

对付那些恶人干恶事，我不会纵容，必须抵抗它、

求这件事情看出来。摩西要求法老让以色列百姓

对付它，直到他放弃为止。

出埃及到旷野去服事他们的神，并且献祭给神。

当然，撒旦的攻击不会自动停止的。一旦你停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

止抵抗，它就转头回来，换一种花样来攻击你，

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要叫人远离神，不再服

去。”
（出埃及记 5: 2）法老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

事神。它往前进三步，受到抵挡，后退两步；然

想去敬拜神吗？我不准你们去！” 这是撒旦的即

后当你放松了警惕，它就再前进三步。你看，它

刻反应。他拦阻你，他跟摩西说话的意思就是“我

不就前进了吗？这也是撒旦的计谋。

是这个世界神，你要听我的，要服事我，我不准

出埃及记的故事讲出来撒旦如何向属神的人

你去服事真神，你们不可能离开我仍然能够存活

不断地提出与它妥协的方针。它的诡计有三个：

在这个世界上。同时撒旦也宣告“是我制定这个

1. 撒旦叫你延迟服事神。

世界的律法，是我来制定这个世界的律法、习惯

如果你要服事神，撒旦会说：“哎呀，明天再

和标准，我会打开，也会关闭这个世界之门，我

说吧！不必那么匆忙啊！” “好好的想一想，这

也会宣告判决书，没有我的话你们活不下去。”撒

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不要仓促做决定。”撒

旦会对你说：
“我了解你，你至终要成为神的仆人，

了。那时我觉得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不要舍弃现在享乐跟当前的利益，慢慢来

子，一下子没了，学了牙医技术，也还没有派上

吧！”“你要谨慎为之，三思而行，不要这么快做

用场。明天不在你手里面，你知道吗？

决定，反正你有足够的时间。拖延到明天再说吧！”
“明天”是愚人的哲学，明天是个借口，当

箴言 27：1“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
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延迟到明天再说吧！

明天来临时，它就变成今天。一件今天该办的事

可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给撒旦机

情，如果总想着留明天做，你就会一延再延，今

会，撒旦就在明天的太阳升起之前，把“今天”

天就会变成永远的明天。可能半年一年你还是没

从你手上偷走；甚至在神无限的怜悯当中，神也

有做成那件事情。延迟是撒旦一个很大的诡计，

不能把你昨天失去的机会拿回来再给你。过去就

让你永远地拖下去。圣经说“看哪，现在正是悦

过去了。你必须对神说，
“神啊，我听见你的声音
了，我现在就要顺从你。我现在就信主，不要等
明天，不要等以后。”
2. 撒旦叫你不要全心爱主
撒旦会对你说：
“爱主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
全心地爱主。”

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 6:2），
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说到神建议祂的儿女明天才
决定来服事祂。
托马斯·卡莫斯，一位属神的仆人，苏格兰
的传道人，有一天在讲道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下来
了，他指着坐在台下后排的叫夹兹的，这是一位
律师法官，说到：
“夹兹，你决志要信主，撒旦对

出埃及记 8:28，法老怎么说了？“我容你们

你说明天，你怎么回答？”这位法官一下子就站

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

起来了，话音中带着颤抖，说，
“哎呀，我抵挡神，

很远”。什么叫“不要走得很远“？换句话说就

延迟已经好久了，今天，我要对神说，现在我就

是“你去敬拜你们的神可以，但是不要过头啦！”

决志信主，就是现在。”这位法官从此开始一生服
事主。

今天撒旦同样怂恿信徒“得救就好，但是你
的生活不必做什么改变，你仍然可以我行我素；

弟兄姐妹，你有明天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

你把心给神以便逃避神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也没

明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明天不在我掌握

什么不对，但是不要去做教会会员；服事神要点

之中。大家记不记得 20 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个牙

到为止，不要热心过头、走的太远；你去做些不

医，是个女孩子，她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那时

痛不痒的事奉就够了，不要花太多时间了；也不

她不到 30 岁，我曾跟她聊天，知道她正在准备考

必与那些不敬虔的朋友分开，以免得罪他们，或

牙医执照呢。有一天突然得到消息，她被车撞死

者因此经济上会有损失；最重要的，不要变得古

怪反常，不要跟那些经常犯罪的盟友隔绝以显出
你比别人圣洁。”

有一个父亲，是个老派的基督徒。有一天晚上，
她的女儿跟他说：
“爸爸，我出去了，我回来会比

我不是说你不可跟不信主的人交朋友，而是

较迟，你们放心睡吧！”父亲知道了女儿要去参加

说，有些事情你必须当机立断地说“No！”我发

party，看着女儿穿着袒胸露背，心里很不高兴，

现很多人对这个 No 字好像很难启口。我觉得应

说“把你的衣服换一下再去！”女儿说“我已经换

该说 No 的时候，你就是我再好的朋友，我还是

过了呀！”母亲在旁边帮女儿说话：“老爸呀，年

说“抱歉！不能就是不能。”得罪人也没办法，我

轻人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随她去吧！”父亲的非

宁可讨神的喜悦而得罪你，而不愿讨你喜悦而得

常的不高兴，就下禁令，
“打扮成这样，成何体统？

罪神。我们要向着基督给我们指定的目标勇往直

你如果不换衣服，我今天晚上就不准你去参加晚

前，把一切拦阻你亲近神的事物抛开，完全委身

会。”

于主。撒旦的诡计要你继脚踩两条船：又要爱主

有些女孩子崇尚时尚，以为在公众场合穿着暴

又要爱玛门，但是看见你意志坚定，只能叹气，

露，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提高自己的身价。其

无可奈何。你要是做到这个地步啊，那你就成功

实，真正好的男子，看重的是女子的品格和内涵，

了。

反而欣赏穿着端庄稳重、言谈举止得体的女孩子。
圣经教导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

3. 撒旦不愿你带任何人跟你走。

端庄顺服。”（提前 3:4）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的

出埃及记 10：8-11，“于是摩西、亚伦被召

子女的教育也要有原则，不可放任自流。撒旦的

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事奉耶和

妥协方案是，
“要事奉神你自己去好了，把孩子留

华你们的

下。”我们的回答是“不！我要带领全家去。‘至

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

‘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

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
”

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
节。”法老对他们说：
“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
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
去事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
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
“不可都去”什么意思啊？你们这壮年人去事
奉耶和华吧，不要把儿子女儿带去，留下他们。

摩西怎么回答法老？出埃及记 10：9，他说“我

这也是撒旦又一个妥协的方案：
“你们自己事奉神

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

无可厚非，你要把生命完全献给神也可以，但是

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我

你无权迫使别人跟你一起走这条路。”

们要把所有的都带走，而且现在就要去。摩西不

撒旦要跟你说，
“要记住啊，年轻人需要有快
乐的时光啊，免得他们以后恨恶宗教。因此当你

肯跟撒旦妥协，这时候法老只好默认。所以当你
坚持原则，撒旦对你没办法。

们去事奉神的时候，应该把他们留下来，你们自

属神的人跟属世的人之间是有冲突的。世界不

己去就好了。”这是狡猾的诡计。撒旦知道，做父

能容忍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圣洁有“传染性”

母的心在孩子身上，你们去了，把孩子留下来，

你知道吗？所以世界为什么那么害怕圣洁这件事

必定会惦记着他们，然后会回来找他们。

情。当人圣洁的时候，世界就死亡，就没什么戏
可唱了，所以世界害怕圣洁。摩西就是这样一个
不妥协、分别为圣的人。事奉神要完全地摆上，
让全家同心合意归向神。
今天妥协的信徒太多太多。我讲的撒旦的三支
毒箭，你有没有中过？我相信很多人中箭了还不
知道。今天，我把妥协和分别为圣的事情摆在大
家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从以色列人和法老
的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信
主不要拖延；爱主要全心全意；带上你的全家和
你的邻里，一同归向主。让我们一齐完全交托，
完全顺服，把自己献在祭坛上。
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
来到袮面前。主啊，我们有亏欠。我们看见摩西
当年是如何听从袮的话，他是一个从不妥协、分
别为圣的、属袮的人。主啊，分别为圣是袮的命
令，从旧约到新约，你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
何做一个完全人，虽然我们是罪人，不可能做到
百分之百的地步，但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求你引导前面路，好叫我
们蒙袮的称赞，得袮的祝福。这样的祷告，是奉
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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