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殿还是巴力的殿 

马太福音 12章 43-45节 

 

我们已经查考过了马太福音 12 章 30 节的后半句话：“不同我收聚的，就

是分散的。”要么为基督做工，要么敌挡基督，属灵战争没有中立可言。

即是说我们要么同他收聚，要么就是分散的。也查考过了 31-32节所说的

干犯圣灵是什么意思。而 33-35节谈的是善与恶，两者绝对是界线分明，

你要么在善的一边，要么在恶的一边；要么心存恶，要么心存善，没有中

立可言。主的教导一清二楚，从不模棱两可。36-37节谈的是言语。在 34

节，主耶稣一语破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明白了这个原则，

也就明白了 36节这句话：“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

出来。”为什么要供出所说的闲话呢？因为言为心声，34 节已经解释了这

个原则。37节说，“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因为

言语就表达出你内心是充满了善、还是充满了恶。也查考过了 38-42节约

拿的记号是什么意思。今天继续探讨 43-45节。 

赶出去的恶鬼可以卷土重来 

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

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

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太 12：43-45）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有一个污鬼离了人身，污鬼也是邪灵、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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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因为 45节说“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可见这个污鬼是

邪恶的，而另外七个比他还恶。他离开了人身，四处寻求安歇之处。在以

赛亚书 48章 22节、57章 21节，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不但恶人不得

平安，恶鬼也不得平安。 

这个恶鬼不得安宁，没有平安，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无水之地”代表

什么呢？代表没有生命，没有水也就没有生命。恶的地方没有生命，生命

总是跟公义如影随形，离开了公义，就没有生命，这是我在讲道中常常强

调的一点。有人说做基督徒有没有公义都无所谓，不要上当受骗，这种教

导是来自地狱的谎言。哪里是无水之地，没有生命、喜乐、平安呢？就是

恶的地方。而哪里有公义，哪里就有平安、生命、安息。 

正如罪人不喜欢毫无宁日一样，恶鬼也不喜欢毫无宁日，他四处游荡了一

阵，便决定返回老地方，看看能否驻足休憩。问题是恶鬼既然喜欢老地方，

当初何必离开呢？为什么不一直待在老地方呢？坍塌的房子也好过旷野，

好过无水之地。 

答案简单明了，圣经并没有让我们无从知晓，只要看一看马太福音 12 章

上下文，就可以找到答案。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看上文下理。这里的上

文在谈什么呢？在谈圣灵透过主耶稣工作，赶出了恶鬼，结果法利赛人毁

谤主耶稣是靠撒但赶鬼。接下来主耶稣继续谈恶鬼的话题，恶鬼被赶了出

去，去了哪里呢？于是就讲了这个故事：有一个人曾经遭污鬼附身，后来

污鬼被赶了出去……。 

污鬼不会自己离开，而是被神的大能赶了出去。没有人能够摆脱邪灵的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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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否则就不需要主耶稣、不需要圣灵的大能救我们脱离恶者了。 

屋代表了人 

在圣经中，“屋”通常代表了人。比如马太福音 7章 24-25节，主耶稣说要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把生命建在他的教导上，房子代表了生命。还有

约翰福音 14 章 23 节，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

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新约也经常说基督徒是圣

灵的殿，比如哥林多前书 6 章 19 节。还有启示录 3 章 20 节，主耶稣说：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站在你生命的门外叩门，你敞开生

命，他就会进来。 

总之“屋”代表了人，主耶稣在教导我们说：你要么是神的殿，要么是鬼

魔、污鬼的殿，别无其它选择。可能你里面也有空闲的时候，但那只是短

暂的，恶鬼很快就会回来。虽然恶鬼已经被神的灵赶了出去，可是如果房

子空置无人，他还会卷土重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清清楚楚，“屋”代

表了人。在哥林多后书 5 章 2 节，保罗甚至将人比做帐棚：“我们在这帐

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圣经向来把身体

比作房屋。 

这是另一个解经原则：以经解经。你看见房子的图画，就从圣经中索解房

子代表什么。无需翻查解经书，圣经已经解释得一清二楚。当然你要是不

大熟悉圣经，那么解经书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参考经文。 

我们要么是神的殿，要么是污鬼的殿。即是说，要么活在神的权下，要么



 

 
4 

活在撒但的权下。因为谁入住房子，谁就拥有这座房子，有权支配它。我

的房子支配不了我，我爱怎么住就怎么住。换一幅图画来说，谁在掌管你

的生命呢？谁是你的主人呢？ 

人主宰不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人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谁要是不以为然，那他就太无知了。世上有

很多权柄在管辖你，你没有自知之明，只会处处碰壁。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知己知彼是必胜之道也。这是用兵之道，也是属灵之道。认识自己的微小，

才能了解敌人有多强大；不了解自己，也无法了解敌人，只会在属灵上一

败涂地。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尊敬鬼神，这个建议不错；可是能不能远离鬼

就由不得你了。你要是能够远离鬼，当然问题就简单了，可是鬼不愿远离

你。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敬强盗而远之”。要是你能够“敬

强盗而远之”，那当然简单了，可是强盗不想远离你。你说：“我尊敬你，

请你离开我好吗？”强盗可不理这一套，他只想抢走你的钱财。在他看来，

你要是尊敬他，那么就把钱财都掏出来吧。 

孔子承认自己不大了解属灵世界、属灵生命。孔子生前很多方面都出类拔

萃，但他这句话足见是不明白属灵生命、属灵能力。远离污鬼由不得你，

污鬼就是不愿远离你。 

在属灵战场上，交战双方的能力比我们大多了，我们只会成为牺牲品。所

以马太福音 12章 29节说，撒但这个壮士已经控制住了人，主耶稣来就是

要释放我们，如何释放我们呢？“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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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主耶稣靠神的灵捆绑住撒但，

才能释放我们。 

一次自由，不能保证永远自由 

可是马太福音 12章 43-45节说的是，虽然你自由了，但不见得永远自由。

我不管其他人教导了什么，无论什么教义，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一概不接

受，我只要阐释圣经教导。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提醒我们：你可能自由了，

但也不能保证永远自由，除非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你以为撒但被赶了出来，

他就会离你而去吗？难道你不希望撒但回来，他就不回来了吗？基督徒生

命没有这么简单，必须采取措施抵制撒但，让他无法近前。 

这段经文说，恶鬼被赶出去后，四处游荡，然后又重返故地。他一见到这

座房屋，立刻心花怒放，为什么呢？首先房屋是空着的，真是求之不得，

小偷、强盗当然 喜欢空房子了，不必遭遇抵抗。难怪警察提醒市民说：

家里没人，也要把灯打开，好像家里有人的样子。当然这样做可以骗得过

盗贼，却骗不过撒但，他知道你的房子是不是空着的。 

44节说，房屋不但是空着的，还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前一片狼籍，现在有

人替他做了大扫除，真是再好不过了。不但打扫干净，还修饰好了，粉刷

一新，仿佛化妆一样，看上去漂漂亮亮。恶鬼也爱干净。即便生性邋遢的

人也爱干净，只要自己不打扫就行了，别人来打扫，他决不会反对，反而

觉得很舒服。所以恶鬼回来一看，觉得这间房屋太好了，好像新房子一样，

他离开时破烂不堪，现在焕然一新，就等着有人入住了！ 

恶鬼是不是立刻住了进去？没有，为什么呢？45节说，他去另带了七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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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更恶的鬼来，合伙入住。你会说：“这恶鬼还挺慷慨大方的，竟然愿

意跟另七个恶鬼有福同享。”恶人怎会慷慨大方呢？难道他是因为慷慨大

方，才去另带了七个恶鬼来吗？抑或恶鬼觉得形单影只，要找些同伴来？

为什么他要找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呢？答案很简单，他曾经被赶了出

来，所以现在要带上七个壮士，以免再被扫地出门。赶出一个很容易，赶

出七个壮士就不那么容易了。 

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即他们在属灵上更有能力。属灵世界是有等级差别的。

生命越公义，属灵能力也越大。同样，在撒但的国度，你越恶，等级就越

高。撒但喜欢人像他，越恶越好。这个恶鬼并不笨，他没有忘记自己被赶

出去的前车之鉴，所以带来了七个更恶的鬼，以免再被扫地出门。 

主耶稣：“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人”，显然房子就是那人，

主耶稣是在说一个人，并非一个机构、组织。他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

了。起初他是被一个恶鬼占有，现在是被八个恶鬼占有，景况不只是差了

八倍，因为那七个恶鬼比第一个更恶。所以主耶稣说，他末后的景况比先

前更不好了。 

这番话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太需要明白主耶稣这番教导了，问题是今

天的教会根本不明白。主耶稣在警告我们：脱离了撒但的权势并不代表永

远自由。 

相信耶稣的动机必须正确 

试问当初这人是怎样得自由的呢？一定是靠神的能力，否则无人能够得自

由，无人能够自救。然而神拯救哪些人脱离撒但呢？神不会拯救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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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只拯救有信心的人。这人一定是透过相信耶稣，呼求耶稣，才得到了神

的拯救。从马太福音 12 章可见，惟有神的灵（圣灵）才能使人得自由。

而圣灵是透过主耶稣运行，天地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这人当初能够脱离撒但的权势，一定是靠耶稣的名字，他一定是相信

耶稣，求耶稣救他脱离撒但的权势。 

为什么人会求耶稣拯救，脱离撒但、脱离罪呢？因为即便罪人也会厌倦罪，

希望得自由。怎样得自由呢？惟有求主耶稣，神立了耶稣为救主。为什么

他们希望得自由呢？是想有平安、喜乐、安息。这就是今天广为传讲的福

音，但我不想用平安、喜乐来推销福音，因为非常危险。人做基督徒只是

为了得到平安、喜乐等等，那么一旦他得到了这些，还会关心真理、恨恶

罪恶、喜爱公义吗？当然不会！ 

有些人厌倦了被罪压迫的生活，于是来找耶稣，所以很多人都在布道会上

举手决志信了主。聪明的传道人会尽量明白这些人信主的动机：“为什么

你举手呢？为什么你想认识耶稣呢？”可是传道人通常只会问：“你相信

耶稣吗？来接受基督吧！”结果如何呢？那人每况愈下，一年后就不见了

踪影。大多数人无需一年的时间，就不再来教会了。传道人到底怎么了？

难道愚蠢到连这么明显的问题都看不见吗？你一提供平安、喜乐，当然可

以带领成千上万人信主，因为人人都渴望平安、喜乐，如潮水一般涌来。

我不会这样做，因为人如潮水一般涌来，也会如潮水一般退去。 

有人只想利用神，让神救他脱离捆绑，受捆绑的生活太苦了，所以人人都

想离开埃及，可是愿不愿意被神掌管呢？就看看以色列民吧，愿意离开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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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却不愿被神引领，整天发怨言， 后那一代人都在旷野灭亡了。所以

你想脱离罪固然好，可原因是什么呢？是厌恶罪，抑或单单不喜欢罪的后

果？你要是不太在意罪，只不过不喜欢罪的后果，那么你还没有明白主耶

稣的教导。脱离了罪以后，还要继续持守这种自由，否则你根本不能脱离

罪的后果。 

很多人举手决志，愿意信基督教，然后经历了一系列道德改良，生命改头

换面，得到了洁净，有些罪被除掉了——将新布补在了旧衣服上。现在这

人的确比以前好多了，行为举止也有了一些变化。毕竟旧房子被粉刷、装

饰过了，众人不禁说：“你比以前好多了，真是个好人。”这当然是神的洁

净工作，无可厚非，所以他真的改变了。可关键问题是这个工程能够持续

多久，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来自地狱的 危险的教义，已经毁灭了很多人。

我事奉生涯中就看见很多人相继在属灵上跌倒了，因为他们觉得已经高枕

无忧。这种想法 危险不过的了，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自己以为站得

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可是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 

留意主耶稣 后一句话：“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世人只想用基督教美

化一下自己，希望不付代价而相信、得救，生命不必服在基督的主权下。

这个人听了福音后也相信了，否则不会脱离撒但的权势，可是他没有服在

基督主权下。你传福音只字不提完全委身，就会使人沉沦。我以前也很无

知，传讲过这种福音，亏欠了主。可是我悔改了，我看见了这种教导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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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人于死地。我们必须忠于神的话。 

我没有特意挑选这段经文来讲道，只是在按照顺序查考主的教导，今天正

好来到了这一段。我从不对圣经挑三拣四，靠神的恩典，我立志忠心、正

确地传讲神的话。可是如果你对主耶稣的教导听而不闻，肤浅地传讲福音，

那么听众无论何人灭亡，罪就在你身上了。 

另一方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世人不愿听主

耶稣的话，想要自己设计的福音。在提摩太后书 4章 3节，保罗也提醒说，

末世的时候，人会找那些专门讲顺耳话的传道人。他们掩耳不听真理，只

想听荒谬的谎言，毫无解经根据。今天的讲道根本不是解经，教会没有解

经者，听到的都是专题式的讲道。 

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 

你是不是只想利用神，暂时摆脱掉罪？那你就太愚蠢了，你摆脱掉的会再

回来，而且带着七倍的能力，这样你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糟了。要明白，

神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神应许了你什么，你不尽上自己的本分，这应许

就没你的份儿了。今天谈论神应许的书籍、文章铺天盖地，却只字不提条

件。你想得到应许，却不履行条件，那么你绝对得不到应许。即便是神亲

口答应你的应许，你不满足条件， 终也得不着。 

圣经里有很多前车之鉴，比如撒母记上 2章记载的以利的例子。以利是以

色列的祭司，是神的仆人，神给了他应许，可是即便神的仆人得到了神的

应许，要是他不符合条件，对神不忠心，神也会收回应许。撒母耳记上 2

章 30节说，“因此，雅伟以色列的神说（这是神对祭司以利说的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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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行在我面前”是指祭司的工作，

祭司的工作就是在圣所里服事，神应许他永远做祭司）；现在我却说，决

不容你们这样行（即是说神废了这个应许）。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不但以利不能再事奉神，他的后裔也不能再事

奉神，虽然神曾经应许过他，让他和他父家永远做祭司。 

所以以利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神的审判临到了他全家，灭了他全

家，后继无人了。31-32节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

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

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留意应许变了，由永

远事奉神变成了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全家都要被神毁灭。33 节

说，“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

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 

神起初给了以利以及他全家一个应许，就是永远做祭司。可是每个应许都

是有条件的，你必须忠心。以利并非恶人，但身为祭司，他对神不忠心。

他没有尽上祭司的职责，没有教育好儿子，惹神发怒，结果全家都被灭了。 

多给谁，也必向谁多取。神给你的多，要求你的也多，这是圣经教导，不

要相信别人讲的另一套。神拣选了扫罗做以色列王，可以世代为王，这是

个应许。可是扫罗对神不忠心，结果神收回了应许。不但如此，神灭了扫

罗和他全家。 

这些话沉重、逆耳，但这是圣经的话。神是慈爱的，可别忘了神也是圣洁

的。然而教会想除去圣洁，不愿谈论圣洁，只愿谈论爱。神的爱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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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不会包容恶，神忍受不了恶，不能容忍自己的子民犯罪。使徒保罗

一再提醒哥林多教会：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你们应当把旧酵除净（参

看林前 5：6-7）。 

今天听见的都是稀释了的福音，可是看一看圣经，请你自己分辨哪些是神

的话，不要听我说什么。我讲道总是以圣经为依据，好让你的信心建立在

神的话语上。 

得救有两个步骤 

圣经说得一清二楚：我们要么是神的殿，要么是撒但的殿，被他的鬼魔占

有。到底要归属谁，你必须做出选择，没有中立可言。此刻你要么是神的

殿，要么属于撒但。被恶鬼占有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能渴望自由，他占有了

你这个人，却占有不了你的意志，你能够呼求神释放你。可是我提醒你：

要是神释放了你，你里面却空空如也，那么撒但的鬼魔还会卷土重来，而

且会更有能力。难怪基督徒一旦离弃神，就很难回心转意、重新得救了，

这就是希伯来书 6章 4-6节的警告，你要仔细思想。福音不允许我们这样

利用神。 

得救有两个重要步骤，要想守住救恩，就必须双管齐下。一个人脱离了撒

但的权势，你认为他得救了吗？你一定会说他得救了，以前是被撒但占有，

现在恶鬼被赶了出去，他脱离了撒但的权势。但这是否意味着永远得救

呢？这个恶鬼带了七个更恶的鬼卷土重来，那么他还会得救吗？当然不

会，他又被捆绑了，末后的景况比先前的更不好了。基督徒离弃神，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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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先前没做基督徒的时候更糟。 

正因如此，我们教会给人施洗非常谨慎。我不给你施洗并不是要为难你，

而是爱护你。要是现在我给你施洗，然后你跌倒了，那么你末后的景况就

比先前更糟了。所以我宁可现在不给你施洗，直到你在神面前预备好了，

我也在神面前知道你预备好了为止。有些教会是谁想受洗都行，来者不拒，

我们不会这样做，这是出于爱你的缘故。如果我们只想吸收教会会员，那

么很容易，可是我们是要建立具备属灵素质的人，要建造金银、宝石而不

是草木、禾桔的教会。 

切记得救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凭信心脱离罪和罪的权势，得到洁净，成

为新人，好像那间粉刷、装饰一新的房屋一样。得到了洁净、修补、重建，

当然就得救了。可是第二步更重要，关键是房屋不要空闲，一旦脱离了撒

但，千万不要让自己空闲，而要让圣灵充满你，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 

圣灵充满的证据：基督是你生命之主 

圣灵充满并非超级属灵的基督徒生命，而是救恩的基础，没有圣灵充满，

根本无法存活。而你不能只有一点点圣灵，圣灵不是水，可以倒上半杯，

要么就让圣灵完全充满，否则圣灵根本不会进入你生命。 

我恳求你清清楚楚明白神的话，你必须被神的灵充满。而一旦被圣灵充满，

那么耶稣就成了你生命之主。圣灵充满的证据就是，耶稣是你生命之主。

圣经常常拿酒与圣灵充满作比，酒让人丧失自制力，圣灵充满反而给你自

制力。圣灵不会让你这个人消失殆尽，反而让你成为真正的你。难怪圣经

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弗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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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相信了耶稣，屋子已经打扫干净，罪得到洁净，

这当然要感谢神！你生命改变了，以前丑陋不堪、一塌胡涂，现在修饰好

了，焕然一新。可是请问你被神的灵充满了吗？耶稣是你生命之主吗？使

徒行传 5 章 32 节说，神将圣灵赐给顺服的人。你的生命以耶稣为主，那

么你就是顺服神的，神就会将圣灵赐给你，充满你。反过来说，耶稣不是

你生命之主，那么你就不可能被圣灵充满。 

不要以为圣灵充满是超级属灵的基督徒生命，圣灵充满是得救过程中的第

二个步骤，绝对不可或缺。可是今天听见的教导是，圣灵充满跟得救无关，

惟有特别属灵的基督徒才被圣灵充满。这根本不是圣经教导，别忘了主耶

稣说，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恶鬼就会带着七个更恶、更有能力的鬼进入你

生命。这样一来，你就恰恰应验了希伯来书 6章 4-6节的话：“论到那些已

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

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 

你靠神的灵脱离了撒但的权势，所以可以说你经历到了神的权能，因为是

神的大能将恶鬼从你生命中赶了出去。但你必须让圣灵充满你生命，否则

就会落入这种光景。圣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不害怕恶者的攻击，因为他不

能再辖制你。所以不妨扪心自问：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是在第一个阶

段，还是也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你被圣灵充满了吗？而且还在继续被他充

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