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道 世俗化的后果
华人宣道会真理堂 凌志鹏牧师 2015.9.20
读经 约翰一书 2: 15-17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
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
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
去，惟独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罗马书 12：2 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世俗化是跟着群
众走，所追求的就是现今的时尚。世俗化是跟
不信者同负一轭，追求不义的玛门。耶稣在在
马太福音 6：24 警告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事
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
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注：

“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提摩太后书 3：4 今天这个世界，
“爱宴乐、
神”，提摩太前书 5：6 又说：
“但那好

不爱

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肉体
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属
世界，不是从父神来的。神又告诉我们，这世
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我要问你五个问题，你自己想一想，可能
你心知肚明，你自己回答。
今天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教会，有

1 什么事让你更困扰：一个人的灵魂下地狱

人说教会跟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世俗化

或者你的新车被刮了一条痕，哪一个叫你更困

能够摧毁教会和基督徒，世俗化是摧毁教会和

扰？
2 在主里面弟兄姊妹软弱退后，还是你所钟

基督徒的最大的一个因素。
在这段圣经里面给世俗化下了一个定义。
世界（World）这个词是从 Cosmos 这个字演变
来的啊，意思是由撒旦在掌控现今事物的秩序，
撒旦是“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 4：4），整
个世界是在邪恶之下，由撒旦在那里控制。在
这个世界里跟随撒旦的人比跟随神的人多得
多，走大路通往灭亡之路的要比走窄路通往永
生之道的多得太多了，圣经一向是这么说的。

爱的一支球队冠亚赛输掉了，哪一件事叫你更
困扰？
3 一小时半的崇拜聚会，或者是球赛因平手
而延时，哪一件事叫你更困扰？
4 一天不能去上班或者错过教会的一次聚会，
哪一个叫你更困扰？
5 错过你每天的读经祷告或者错过你最喜欢
的电视节目，哪一个叫你更困扰？

世俗化不单是指行为不恰当、说话不合体统、

答案大概很清楚，如果你的心不在神的事

说谎、偷窃、容易发怒……等等行径，世俗化

和永生的事情上面，而是在自己的和今生的事

比这些更晋升一程，它是指一种生活的哲学、

情上，这就是世俗化。很多基督徒是世俗化的

生活的目的和优先次序的问题。世俗化的人是

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多少都有一点世

为这个世界而活不是为将来要来的世界而活

俗化，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你自己知

的，世俗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上面，

道你落到什么样的程度里面，别人只能大致地

而不是永恒上面，世俗化是照现今的时尚而生

看出来。我们到果园里去的时候，当我看见树

活，而不是依据圣经的真理而生活。

上有梨子，我就认得那是梨子树；当我看见一

个苹果，我就知道那是苹果树。如果树上没果

儿女呀！这还不够，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因为

子，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加以确认。所以，我

恨暗嫩玷污了他的亲妹妹，就把暗嫩杀了。这

们可以大致看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世俗

也是兄弟杀兄弟呀，虽然是同父异母的。事情

化的基督徒。传道人通常对每个弟兄姐妹的情

还没完呢！之后，押沙龙背叛他的父亲大卫，

况比较清楚。

试图得以色列的人心，要篡位，后来押沙龙被

现在让我告诉你，世俗化给属灵的生命带
来的后果是什么？

大卫手下的军长约押给杀了。
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这些事的发生都
是因为大卫所犯的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

一．世俗化会摧毁基督徒的喜乐。

也是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毫无喜乐的信徒，那么

（加 6:7 ）。大卫犯的是淫乱、谋杀，他收的

你的心倾向世界就行了。如果犯罪不会令人尝

也是这些。从大卫和拔示巴犯罪，一直到神赦

到甜头的话，人大概就不会去犯罪。犯罪会使

免他，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大卫失去了救恩

人感到舒畅，但只能是短暂的。我要提醒你，

之乐。有的只是忧伤痛悔。

所有魔鬼的苹果都是带着虫的，咬了魔鬼的苹
果，你一定会吃到那虫。
大卫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罪，大卫快乐了一

我们看诗篇 51：8，“求你使我得听欢喜
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大卫想再度有喜乐，但是有的只是悲哀、困难、

阵子。但是要记住，罪的舒畅不过是一时的，

失败、伤痛，现在他求神使他“得听欢喜快乐

罪的后果却会回头来缠住你。大卫和拔示巴有

的声音”，在接下去的 51：12 他说“求你使我
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很显
然他失去了属灵的喜乐。世俗化的结果夺去了
他的喜乐。在 51: 13 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
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大卫是基督徒吗？当然是，但是他曾是一
个世俗化、软弱、跌倒的基督徒，一个出于神
旨意之外的基督徒。结果是悲惨、不幸临到他。
当一个基督徒退后，变得世俗化的时候，
他失去救恩的喜乐。
二. 世俗化好像一片大雾，把神的同在和旨意
藏起来了。

了关系后，怀了个孩子。当这个孩子快死的时
候，大卫在那哭泣祷告。这时候，婴孩才生下
来才 7 天，神就把他取去了，大卫非常痛心，
他为他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了。这还不算，大卫
的女儿叫他玛，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做暗嫩。
暗嫩有一天假装生病，请他玛来照顾他。当没
有其他人的时候，暗嫩就强暴了他玛，家里发
生这样的事情，能不叫人痛心吗？都是大卫的

有时候早上开车，雾茫茫一片，看不见前
面的道路，这时候很难避免车祸。
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连天花板都穿不过去；
你歌唱，但是没有心声在里面。就像以色列人
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被告知要弹竖琴、唱锡安
之歌，他们怎么说呢？“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
和华的歌呢？”（诗篇 137:4）。不能唱歌不是
因为他们在外邦异地，乃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

了，他们处在可怕的堕落和世俗化的境况里面。
弟兄姐妹，当你的心跟神的心不同调时候，

去了。世俗化会摧毁任何属灵的事情。
彼得跟他的朋友为什么认不出是耶稣声

大雾就把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同在和旨意藏了

音了？这就像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那两个门

起来。你无歌可唱，当大家都在赞美神的时候，

徒一样，他们跟基督彼此谈话，却不认识基督，

你没有什么可以赞美的。

是因为他们的心离神太远了。当你离开神的时

看看彼得的跌倒。当主耶稣被捕以后，彼
得开始“远远地跟着耶稣”，他否认他是主的

候，你甚至认不出主的声音。
世俗化叫底马离开保罗，不跟保罗去旅行

门徒，说“我不是”，他三次否认主。然后发

布道，他开小差走了。
“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

生什么事情了？回到了他以前捕鱼的行业，走

（提后 4：10），就离弃保罗走自己的路了。
“人

回头路去了。不错，彼得他们是信徒，现在回

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约一

到捕鱼的老行业去了，他们会想，“跟随基督

2:15），世俗化像雾一样把神的同在和神的旨

三年半了，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回头吧，回

意掩盖起来，看不见了。

到世俗里面去。”于是，当西门彼得说，
“我打
鱼去。”的时候，那些门徒马上回应“我们也
和你同去。”（约 21：3）他们走回头路了。

三．世俗化会叫你失去对主的热心。
刚信主的新信徒常常是为主大发热心。你
叫他为主做点什么，他非常的乐意去做；然而，
有时候你要求一个信主几十年的老信徒做一
点教会的事情，他会说什么“让年轻人去做吧！
我已经困了，我尽到该尽的责任了。”世俗化
会叫你对神的事工冷淡、漠不关心。一个软弱
退后的基督徒的头件事情就是他变得冷淡。当
一个人冷淡的时候，你便知道他已经变得世俗
化，失去对主的热心了。他开始不聚会，也不
想祷告了；他对十一奉献已经无心无意了；他
对传福音失去任何的负担；他开始挑剔别人的
毛病，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件事情也不合意；
他会把一切问题归给别人。教会里太多这样的
信徒啦！

在那个清早，复活主站在岸上，门徒却不
知道是耶稣。主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
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为什么他们
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鱼？这是在神的旨意之
外会发生的事情，这是世俗化产生的结果。然
而，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
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
为鱼甚多。

乔尔斯·威苟（Charles F. Weigle，1871 –

世俗化把你带到教会之外，进到世界里面

1966）神所重用的布道家。有一天开完布道会

去；带到圣经的外面去了；带到祷告室的外面

回到家里，在餐桌上看到他太太写给他的一张

纸条，上面写着：“我带女儿离你而去，我再
也不想跟你这个传道人生活一辈子了。”在孤

以赛亚书 26：3“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
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独和伤痛中，乔尔斯坐在琴旁边祷告说：
“主

当你的心不再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啊，求你给我一首歌。”他很快就写出来了，

你不再信靠他的时候，平安就跟你说拜拜，离

歌名叫《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乔尔斯一

你而去了，因为你已经变得太世俗化了。

生中，写过数百首诗歌，这首歌是最有名的。
副歌歌词是这样的：

五．世俗化会使你失去见证，叫你的见证黯然

“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

无光。

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

如果你贪爱这个世界，你就没有办法为主

无人像祂能把我罪恶全赦免，

作见证。
礼拜四晚上，我跟另外 3 个建国中学高中

主爱我何等大哉！”

同班同学聚在一起，虽然都住在南加州还不是
常见面的。我们选个饭店吃饭，从上次吃饭到
现在，大概有 4、5 年了。当我到那里时，环
顾四周，哪一位是同学啊？后来找到了，一看，
面容都改变了，认不出来了。我们 4 个坐在那
里，忆往叙旧。有一个头发全白了，还有点发
福了，我差点认不出他来，他一直记得是我高
中时候带他去教会，到现在他还常去教会，他
已经是基督徒了；还有一个啊，谈了一阵子之
后，告诉我，“我现在也到教会去了。”我不
知道他真的信主没有，看样子是个慕道友；最
乔尔斯·威苟，爱主的心没有衰退过，90

后一个说，
“哼，我从小就在主日学……”。叫

岁的时候，他还讲了一篇非常出名的讲章，你

菜了，他说“来点啤酒啊！”还征求我的意见，

读他那篇讲章，会觉得不象是出自一个垂暮老

我说我不喝酒，另外那个信主的弟兄也说不喝

人之手，那股热情，倒是象是 18 岁，不可思

酒。剩下那位刚进教会的同意要了啤酒。从这

议呀！到 95 岁他离开世界，热心不比年轻人

小小的事情上我大致看得出谁比较世俗化。
老同学在一起谈笑风生，把 53 年前的调皮

少。
弟兄姐妹，今天你的情况怎样？你的心是

捣蛋的事情都搬出来了。其中有一个，谈了两

属这个世界吗？对属灵的事已经没有热心可

句就冒出一句“三字经”。已经快 70 岁的人了，

言了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口不遮拦地讲脏话，还自以为是亲切话，其实
这些都是世俗化的表现。
基督徒如果落入世俗化的境地，就失去见

四．世俗化使信徒失去平安。
平安是一种平静、祥和与满足，平安乃是

证。我以前讲过月食的比喻。月球本身不发光，

从神而来的。神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它是靠反射太阳的光，才能在夜空展现它的美

(the

all

丽。但是由于地球、月球公转的缘故，当地球

understanding)。当你世俗化以后啊，平安被摧

恰好走到太阳和月球之间，把太阳光挡住了，

毁了。

月球得不到太阳光，也就黯淡无光了。今天很

peace

of

God,

which

passeth

多弟兄姊妹也一样，当世界介于救主跟你之间，

离世俗化的一个方法。

把光挡住了，你的身上便失去了基督的光彩。

我刚才讲过，每个人都多少有点世俗化，

你的言语、行为变得跟世俗没有什么两样，你

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跟世界上

就没办法为主作见证。

的事，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远长存。

一个基督徒应该像施洗约翰那样，“是点
着的明灯”（约 5:35），贪爱世界会使你失去
见证，“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
者黑暗了。”（路 11:35）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雅各书 4: 4，7）
把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才能抵挡世界的
诱惑。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
有人介绍他如何训练他的狗。主人把一块

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你面前。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太大的引
诱，主啊，让我把焦点从世界的享受上面，转
移到我们主的话上面、主的命令上面，使我们
能脱离这个世界的试探。我们抵挡魔鬼，魔鬼
就离开我们逃跑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
我们学习顺服你的话，叫我们脱离这世界的缠
累，叫我们爱主、有热心、为主而活。我们这
样的祷告、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红肉丢在狗面前，开始的时候，狗肯定会去吃
的。主人喊道：
“停住！停住！”狗停住不动了，
于是给他一份奖赏。第二次再把红肉丢在它面
前，狗可能还是忍不住红肉的诱惑，但是又被
主人“停住”了，而且得了奖赏。久了以后，
那个试探就不管用了，因为，焦点已经从红肉
转到主人的命令上头去了，而且它知道当它听
主人的话以后会有奖赏的。
今天我们信徒也是这样，世界在试探我们，
而主耶稣叫我们把眼光从那块“红肉”转到救
主身上，主就会给我们奖赏，慢慢的这个试探
就失去效力，焦点已经变成听主的话，不再受
世界的引诱和辖制。这是今天我们怎样才能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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