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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課  與世界分別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7 月 14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因為，

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

是從世界來的。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約壹 2:15-17) 

 

禱告： 

主，與我們每一個人同在，不光與在座的每一個人同在，也與將來所有聽這個信息的

人同在，祢都加上祝福。幫助我們在每一篇的信息面前，主啊，讓我們這個人都被祢改變。

因為我們實在懂得太多，卻常常活不出來；我們最大的挑戰就是讓道成為肉身。讓我們不

光聽道，也能夠用信心與我們所聽見的道調和，讓我們能夠活出我們所信的，活出我們所

聽的。祝福我們底下的時間。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今天，是我第一個階段信息的最後一篇，就是《成為門徒》的最後一篇。講到成為跟

隨耶穌的人身上的重要特點，就是我們一定要跟世界有一個真實的分別。這個信息現在越

來越少人講，也不太願意講，因為總是不受歡迎，但是，我想我們需要從《聖經》來看這

件事。 

《新人門徒訓練》已經開始了三個多月，我不曉得弟兄姊妹在這樣一路下來到目前為

止，如果給你自己評估一下的話，你會覺得你最近的動力（motivation），跟這個學習操練

的情形，比你剛開始到底是進步呢？是退步呢？還是差不多？你自己給自己評估一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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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回答我。 

你要曉得跑馬拉松的時候，最辛苦的一段其實不是開頭，也不是結尾，最大的挑戰其

實是中間的這一段。開頭大家都很興奮，結尾的時候，勝敗已經差不多了；因為，這麼長

程的幾十英里（miles），最後到要衝刺的時候，勝敗大概都已經要揭曉了，你的力量都已

經顯明了。但是真正讓你有力量繼續下去，讓你能夠勝過那種乏味、無聊，然後還有那麼

漫長的一段路，需要鬥志的，是需要真正用意志的。 

我們今天在做門徒訓練，剛開始大家都很興奮；這麼多人一起。然後，你走著、走著，

你會發現：有些人好像跟不上了；有些人現在來，只是說說、聽聽的，操練都不做了，作

業也不做了；對小組長是打擊，對同伴也是打擊。但是，我只是希望提醒弟兄姊妹，碰到

挫折、困難、挑戰，甚至碰到從我們本性所帶進來的這種怠惰、不想、或是退後，這是必

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再不利用這一次全教會一起來衝這個關的機會，來好好地學，你會發現

將來更沒有機會好好在主面前學。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抓緊這次的機會，來就來

真的。真正希望被改變，不希望像歐格理博士（Dr. Ogden）說的：覺得整個門徒訓練給

他最大的印象就是‚膚淺‛。就是聽了這麼多，做了這麼多，但是大家沒有被改變。我很

盼望我們真的被改變。 

今天講第八講，講到《與世界分別》。《聖經》上講到世界的時候，當然有很多的教

導，但是沒有一段的經文像約翰一書第二章十五節到十七節講得這樣密集，這樣單刀直

入，這樣清楚。所以，我們把它當作要背誦的經文。雖然是有三節，但是大家要把它背起

來。我們一起來讀一遍：「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

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

意的，是永遠常存。」（約壹 2：15-17） 

在這裡你發現，老約翰一開始就單刀直入地破題了，他說：「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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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他就已經擺明了告訴我們，這是終止的（period），沒有妥協的餘地：不可以愛

世界，不要愛世界，也不要愛世界上的事情。底下他就告訴我們爲什麽：他說因為「人若

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這個等一下我們也會講到，因為，《聖經》上有

很多類似的經文告訴我們，這兩個是衝突的，你不能夠兩個同時並存。光跟暗不可能同時

在一個房間裡面，對不對？你打開燈，黑暗就出去了，它是不能與光並存的。第三個，他

在這裡說：「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

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雖然他在這裡提了三件事，但是你不要以為世界

上的事情就只有這三件。他說，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他舉了三個例子，幫助我們去明白什麽叫世界。但是，真正他要告訴我們的就是： 神所

在乎的是源頭，而不是外面做什麼或不做什麼。 

我從小是在一個非常嚴謹的教會，有很多律法主義的要求：像聚會時，絕對不可以翹

腳或講話；在家裡，不可以喝茶或喝咖啡，那是愛世界。不可以看電視，更不要說看電影

了，那是犯大罪。所以，甚至（even）連你們都很熟的一位弟兄，我不講他名字了。他年

輕的時候終於找到了一個理由，演《耶穌傳》，這個總應該可以去看吧，但是又怕絆倒別

人，因為他在教會是帶領青年人的弟兄。所以，他就跟另外一位弟兄想了一個辦法：兩個

人就穿著雨衣、戴著雨帽。台灣的夏天熱死了，外面沒有雨，他們裡面卻熱得滿身是雨一

樣的。兩個人穿雨衣，戴雨帽，所有人都在看他們，他們就偷偷摸摸地去看了一場《耶穌

傳》，終於看到電影了，因為這在我們教會是不准的。 

所以，今天我們把世界弄成律法了：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我第一次進中國的時

候，我一面講道，知道他們很感動；但是，另外一面就覺得他們的靈不開。東北的弟兄姊

妹很可愛，他們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時候就憋不住了。教會的領袖就跟我講了，他說：‚弟

兄姊妹都在反應說：‘于老師，你爲什麽戴戒指？’他們說，某位老弟兄從前告訴我們，

戴戒指是愛世界。敬畏 神的人，服事主的人爲什麽要戴戒指？‛我就跟他講：‚我這次

從南方來，在機場碰到同學，以及一些人走在一起，那個同事還在那裡罵另外一個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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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結婚了，還把戒指拔下來，你這個人心懷不軌啊！’‛我說：‚對我們來說，結了婚不

戴戒指，反而表示說我單身（single），我還有機會（open），你們可以來追我的。這是心懷

不軌的，戴戒指反而是老實人。‛哎呀！他們的臉都開了，從那時起，我講道就有人開始

流眼淚了。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裡不是一個假冒為善的僕人，一面愛世界，一面講這麼好的

道。他們的心就開了，然後就都能專心聽道了。 

我上次講這個的時候，就碰到我在俄克拉荷馬州（Oklahoma）查經班以前的輔導，他

們夫妻也奉獻出來服事主，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地方服事。他說：‚我們上次去講道也是這

樣。他們看著我們的戒指不放，說你們爲什麽戴戒指？‛但是，因為我們的弟兄已經太胖

了，戒指實在拔不下來。我當時一拔就拔掉了，爲了他們我就拔掉了。我說雖然你們已經

瞭解了，但是我還是把它拔掉。但是我們的弟兄怎麼拔都拔不出來，他就想了一個辦法：

用創可貼把它給圍起來。但糟糕了，他的太太鑿了兩個耳洞，又不能在耳朵貼創可貼，所

以沒有辦法還是被罵了。 

這就是大家把這個‚愛世界、不愛世界‛ 弄成外面的東西去要求。其實，更重要

的事情是源頭的問題：今天我們事奉 神，到底在生活的裡我們是憑著肉體、血氣，

或舊造的生命過生活呢？還是我們真的知道是從父來的？老約翰講的這三件事很重

要：‚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他的確已經包括了世界裡面很重要的三

件大事情，但是並不代表世界只是這三件事情。 

接著他就告訴我們：「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說到它們的短暫，沒有永恆

的價值。「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所以你說這段經文寶不寶貴？他已經開宗

明義、斬釘截鐵地把世界跟我們的關係、跟 神的關係講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要愛世界，

跟世界分別，仍然是 神在我們身上一直做的事情。你也不要以為，你一愛主就永遠

不愛世界了，世界會回來的，它會追你的，所以你看百姓們都出了埃及，進了曠野了，還

在想念埃及的肉鍋，對不對？外面好像脫離了世界了，已經不在埃及了，可是世界還在他

們的裡面。他們心裡還是想念埃及，懷念過去世界中的享樂，那些東西還是抓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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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什麼需要「與世界分別」？ 

我們現在來看，為什麼要跟世界分別？其實剛才的這段經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從兩個角度看： 

1. 神的呼召和命令 

第一個是從 神自己的呼召和命令，在這我講兩個點： 

1）救恩的目的－事奉 神 

整個救恩的目的不是只是要叫我們脫離死亡，得到生命；脫離黑

暗，進入光明。整個 神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們成為屬 神的人，成

為事奉 神、敬拜 神的人。 

我在這裡列了三節經文，在舊約出埃及記， 神藉著摩西去對法老

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因為出現太多次了，我就不講出

處了。‚容我的百姓去，要出來事奉我，要出來敬拜我（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or worship Me）‛。 

在以賽亞書，哥林多後書都有引用它，就是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

不要沾染不潔。那麼，哥林多後書第六章十七節到十八節，就說：「你

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我

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所以，要成為兒女不光是成

為蒙愛的兒女，而且一定要成為被世界分別出來的，不沾染世俗，

成為屬 神的，才跟我們所蒙的恩相稱。 

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節到七十五節，祂「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

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事奉

他。」 

我曾經講過我們基督徒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身份，特別提到其中有

三個身份：一個是 “蒙恩的罪人”；一個是“蒙愛的兒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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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們都是“蒙召的祭司”。從罪人的角度我們感謝 神，我們都是

罪人，但是我們卻是蒙恩的罪人。祂親自救拔我們，把我們從埃及救

出來，把我們從 神公義的審判裡面救出來，把我們從糞堆、淤泥中提

拔起來；祂把我們分別出來，從一切的不潔、從審判咒詛、從仇敵的

轄制裡面，祂都要把我們救出來，祂所有的救恩在我們身上，我們是

‚蒙恩的罪人‛。哥林多後書第六章十七、十八節講到我們成為 神的

兒女，成為‚蒙愛的兒女‛，在我們身上也是要分別。祂說：「你們務

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要作

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第三個講到‚蒙召的祭司‛：是

要讓我們「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來事奉祂。」

所以， 神在我們身上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分別，把我們召出來，

要從埃及召出祂的兒子們，讓我們一起來事奉 神。 

  2) 聖徒生活的特質：『分別為聖』的生活 

第二個講到聖徒生活的特質，這是特別講到 神的命令。整個摩西

五經的精華或者中心思想可以用大祭司頭上冠冕上的這句話來表達，

就是『歸耶和華為聖』（Holiness onto the Lord），不管 神頒佈事奉的

條例、山上的樣式、聖潔生活的條例、什麼可以喫、什麼不可以喫、

什麼可以摸、什麼不可以摸，所有的東西不是藉著一個律法在這裡束

縛人，而是要在這裡提醒說我們需要成為一班被分別、要過分別為聖

生活的人，是跟世人不一樣的，是被 神分出來的。 

大家有沒有去大華超市或是 Safeway 買過水果？你沒有進去以

前，那一攤的橘子或是香瓜都在那裡，跟你無份無關的。等到你去買

的時候，你就開始挑。好不好啊？新不新鮮？你愛吃什麼樣的？有人

喜歡吃熟一點，有人喜歡吃生一點。你在那裡挑選，然後，你出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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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付了代價。這個袋子裡面的橘子跟那一團的橘子從此以後就不一

樣。什麼地方不一樣？不是橘子本身不一樣，它們都是橘子。但是它

們所有權不一樣了，歸屬不一樣了，它們不再是那一團的，不再是

Safeway，不再是大華的。那是我于某人的，因為這是我挑出來的，這

是我花代價買來的。 

我們是被基督重價所買來的，要在我們身上榮耀 神，我們是屬 神

的人；我們是被分別的子民，是屬 神的。所以一個人被分別，他就

需要從裡面知道我不再屬於這個世界了，是基督重價把我買來

的，我是屬 神的人。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專心討

我主人的喜歡，因為是祂出了代價買了我，更何況祂是用祂的命

作代價才買的我們，因為我們的罪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贖的。就

像《詩篇》說的，這個贖價太重，沒有人付得起，只有耶穌基督的寶

血付得起，買贖我們從 神公義的審判底下出來。所以要感謝 神，我

們真是屬 神的人，要跟世界分別。 

 

2. 真認識世界本質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為什麼要跟世界分別？這是當你真認識世界的本質的時候，一個必

然的結果。不需要別人叫你從世界分別，你真認識世界的本質的時候，你自己都

會說：‚主啊，求你分別我，從此專一地來事奉祢。‛你會甘心地，甚至主動地

說：‚主啊，分別我。幫助我從這世界裏面出來，脫離這個世界的網羅。‛ 

世界的本質，我現在沒有時間去講太多。我只講了它的三個特質就是了。我

剛才已經講過了，世界不是在於你外面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在《聖經》

裡面關於‚世界‛這個字至少用了五、六個不同的字。有的是指外面物質世界，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創造天地萬物。這是物質上看得到的大地， 神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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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還有的字是講世人， 神愛世人， 神爱世界（God so love the world）。“世

界” 還有一個字是叫作有序的體系（cosmos），這個字其實是用在屬靈上，

從屬靈的角度來講，牠是一個非常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一個系統

（system），一個體系，牠是專門跟 神，跟 神的旨意作對的。這個叫作“世

界”。 

你如果仔細去讀《聖經》，從屬靈的角度怎麼樣來講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

還不是物質的世界，因為 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世界是在乎它是一個屬靈的東西，

牠是一個靈界的東西，牠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專門在這裡破壞 神和 神的旨

意。一切為 神，為 神旨意而活的，牠都跟你對抗（against）。所以，主耶穌說：

世人會恨你們，因為是他先恨我了。主耶穌說：你們不屬於這個世界，如果屬於

這個世界了，世界的人就聽你們。但是你們不屬於這個世界。所以這個都不是指

地上的世界，是指那個系統。底下我們就來看這個世界。 

1)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約翰一書五章十九節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我們非常

謝謝老約翰，他其實在約翰一書裏把世界分析得非常透，在約翰福音

他也記載得很清楚，他講到整個世界伏在那惡者的手下，約翰福音第

十章十節，講到「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所以，你

把這兩節經文擺在一起，我不曉得你如果真用信心來接受這兩句話，

你會不會毛骨聳然。 

就跟如果有人告訴你，如果你現在帶著全家出去度假，到了亞利

桑那州（Arizona）、内華達州（Nevada），或是到了任何地方。你進到

一個城（town）裡，找一個旅館。然後在旅館裡要吃飯、要休息。結

果就在你進那個旅館之前，突然當地的居民告訴你說：‚那是一個黑

店，千萬不要進去。你進去以後，你所有的錢可能會被他們偷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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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兒可能會被他強暴。他們在飯食裏會下毒，讓你昏過去，把你的

錢財擄掉、把你的什麼…‛ 

你知道我們前兩年去匈牙利的時候，他們就跟我們說在維也納，

好幾個中國人坐火車在那邊旅遊的時候，坐在包廂裏面突然昏迷。有

人就在你門外，放煙，還是讓什麼氣味進來，你就昏過去了。然後，

把你裡面所有的錢財擄掠一空。你醒來的時候，錢都不見了，甚至有

人受到欺負。這個都不是誇張，都是發生在那邊的事情。所以，他們

提醒我們說：‚萬一你們要去維也納，一定要小心。‛我說：‚我們

沒有時間去。‛我到了那邊憋氣還憋不了那麼久，對不對？我也不知

道這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現在就假設剛才關於旅館的傳言是真的，請

問你住不住？當然不住。 

老約翰就告訴我們說：目前整個世界是伏在惡者的手下，而牠

來，牠是要偷竊、殺害和毀壞。所以當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經過

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儆醒，其實我們是在穿過一個非常危險的地

方，我們需要謹守、儆醒。所以，主耶穌說，祂也沒有求 神叫我們

離開這個世界，但是叫我們不要屬這個世界，而且要勝過這個世界。

這是等一下我們要講的。 

2)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第二個，一個人不可能事奉兩個主，這是主耶穌自己說的：「不是

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

奉瑪門。」(太 6:24) 所以在 神的眼中，我們都有所事奉，不是事奉 

神，就是事奉這個世界。一個人不能有兩個主，不是罪做我們的主人，

就是義做我們的主人；不是撒但做我們的主人，就是基督是我們的主

人，我們永遠有主人。順從誰就做誰的奴僕，所以在 神的眼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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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主是我們在事奉的：就是事奉 神跟事奉世界。主耶穌講得斬釘截

鐵，一個人不可能事奉兩個主。所以你不能說：‚主，我不一樣，我

是特殊的受造，我兩個都可以。那你看我現在不是很好嗎？我愛世界，

賺很多錢，我很有成就，然後大家又都說，我很愛主。‛那個不是根

據外面的，我再説，那是心裡面的東西。很多弟兄真的企業做得很好，

也真的很愛主，他在 神的面前，世界對他是自由的，錢在他身上沒有

捆綁。 神家要用，要為著主，他什麽都甘心擺上。但是有的人，不管

錢賺多賺少，一點點東西就可以把他捆住，因爲別的東西是他的主。

所以，我想我們在主的面前那個關鍵永遠都是：到底我們裡面是

在事奉誰？而不是去從外面去判斷。 

老約翰在這裡也提到：「…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

面了。」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主把要不要愛世界交在我們的手上，

祂不會強迫我們，但是你如果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

了，這是必然的結果。人種什麼，收的就是什麼。 

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問你說：‚你覺不覺得你自己可以被算為是

一個愛主的人？‛ 你自己覺得要怎麽回答？當然我們都很謙卑說：

‚不夠愛祂。‛但是在這謙卑之外，如果再多問一個問題：‚爲什麽

我不能夠愛祂？‛我們很少就繼續追問這句話了。我們不能夠那麽愛

祂是因為愛世界和其上的事。所以，愛父的心在我們裏面就越來越冷

淡，而且主甚至講得很清楚：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所以這

個‚若‛跟‚就‛你要把它圈起來。你只要愛世界‚就‛一定有這個

結果；你種的是什麽，收的就一定是什麽。今天我們所收的，常常就

是過去所種的。所以你千萬不要只是埋怨周圍的環境。今天有人不喜

歡你、今天有人找你麻煩、今天你碰到這樣的結果，受到那樣的管教，

你千萬都不要以爲只是現在發生，那是因爲我們過去那樣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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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第四章第四節講得更嚴肅，雅各說：「…豈不知與世俗為

友就是與 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 神為敵

了。」弟兄姊妹，我想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說，我要跟 神為敵的。不

要說我們不敢說，我們也不願意跟 神為敵。但是雅各卻把這句話講得

這麽清楚。你只要跟世俗為友，你就是與 神為敵。他甚至説：凡想

要…。所以雅各的意思就是想都別想（Don’t even think about it），他

說不要說你去做了，你連想要跟世界為友，你都已經跟 神為敵了。雅

各講得也是斬釘截鐵。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這是一件不可並存的事，而且是很多

基督徒去忽略的事。我們覺得在世界經過難免嘛，這個怎麽可能會不

愛呢？這個花花世界太可愛了：你看 iPad 多好用，這個真的是方便，

但不是你能不能用 iPad 的問題；而是這個東西在你身上是不是會叫

你不自由；在你身上會不會奪去了主在你身上的主權和地位；你

會不會為了買個 iPad，寧可賣一個腎，這是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弟兄

姊妹，到底今天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有沒有成為捆綁，它能不能叫我

們自由？這是我們等一下講到生活的原則的時候，我們會提到的。 

3)   永恒的透視 

第三個講到：永恒的透視。剛才老約翰的信息說「這世界和其上

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講到這些

東西沒有永恒的價值，它們都是暫時的。所以陳明弟兄在他的信息裏，

講到在希臘那個國家的故事，像倪弟兄說的，沒有人會把錢存到要

倒閉的銀行；沒有人會把錢借給一定失敗的投資，這是必然的事

情。今天如果你知道世界已經快要結束了，在 神的眼中不久祂要用永

火來結束這個世界。凡是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全部銷化，不管你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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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麽不好的區、或是住在什麽豪華區；住在最差的學區、或是世界

一流的學區；你是住在有風景(View)的、沒有風景(View)的，不管是什

麽東西，全部都燒光了，那都是暫時的。但是遵行 神旨意的，卻永遠

常存。這個需要有永恒的透視。 

所以，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節說「人若賺得全世

界」請問有沒有人可以賺到全世界？連想都不要想，對不對？三十多

年前我帶我叔叔到舊金山去逛的時候，他難得來舊金山，在 Market 街，

在 Embarcadero 中心（Market Street, Embarcadero center）那邊，都是

舊金山最豪華的地方，那些樓都是摩天的，最新穎的。我們在那裏和

其他人一起逛的時候，有一個人說：‚哎呀，靠海的這個樓，如果能

購有一棟的話，這一輩子就夠了。‛我叔叔就說：‚什麽一棟？連一

層都夠了。‛對不對？你想羡慕得那麽一層都羡慕不到，不要說一棟，

不要說整個舊金山給你，不要說整個美國，你更賺不到，更不要說全

世界了。 

所以，主耶穌講這句話，其實是高擡我們，你就算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你還有什麽益處？所以，有時想想真不甘心，為著

那一口飯、那一輛車、或為著一個什麽東西，我們整個人勞苦愁煩，

真的不值得，把整個命都丟進去了。在矽谷，多少年輕人壯志未酬身

先死。我同事、朋友不到三、四十嵗走掉的，真的是不知道已經有多

少人了，想到都很難過。健健康康的，天天忙加班、天天討老闆喜悅、

天天步步高升，家裏房子越住越大，買的都是進口車、音響，他死掉

的時候去一清，發現有十套音響。那些音箱重得不得了，一個就是兩

千多美金，都是一流的享受。可是他可以說走就走，三十多歲就走了，

我好幾個朋友都是這樣。有一個朋友跟女兒打乒乓球高興得很，打完

的時候說出去吃飯，換個衣服就出不來了，兩分鐘人就死掉了。人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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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得了、身體棒得不得了、成就好得不得了，住在 Saratoga 最漂亮

的豪宅，可是說走就走。 

弟兄姊妹，沒有人知道到底在地上多久，你就算賺得全世界，

命掉了，還不光是肉體的生命（physical life），我們屬靈生命、

永恒的生命也被糟蹋了、浪費了。所以，這是永恒的透視。 

 

 二、「與世界分別」的生活原則 

我們在世界裡面跟世界分別，那麽我們要講實際應用（practical），就是我們生活

的實行上。到底我們在世界裡，跟世界分別， 神希望我們的是什麽？我們剛剛所有

讀過的經文，都是非常絕對的，是沒有妥協的。你可以說不要講那麼嚴格，那不是我

的話，我真的自己也在學。因為你什麼時候一愛世界，你就發現愛父的心就會不見了。

你什麼時候一去貪愛主以外的人、事、物，你就發現你裏面的平安、喜樂掉了，

這叫作屬靈的律、屬靈的原則，這不是我們講道人講的，這是《聖經》的話，

而且這是事實。 

所以，每一天我們都在面臨抉擇，你到底是順服 神、相信 神的話呢？還是你要

自己去揀選、用別的去代替耶和華呢？你自己去嘗試嘗試一下（try it），試試看、嘗

嘗看，凡是用別的代替 神的，勞苦愁煩一定加增。但是，如果把主擺對位置，

心歡喜、靈快樂，肉身安然居住，也是一定的。我講這些話也是在對我自己說，

因為太多的時候連服事、工作，連我們自己生活的軟弱、鬆散都可能進來傷害（hurt）

我們，讓我們失去了平安、喜樂，失去了原有的尊貴的價值，失去了整個人那麼紮實

的（settle）人生的喜樂，它就掉了，被勞苦愁煩替代了。 

所以在世界生活的原則，就是要勝過世界。但是在你要勝過世界的時候，我在這

裡先好像臺階一樣擺了幾個前面的，是幫助我們怎麼樣能夠真正在這個世界裏，對世

界有正確的態度、正確的認識，然後我們有正確的生活和見證。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7-14 

 

ND-108         Page 14 
 

 

1. 我們不屬於這世界 

剛才我們也都講過，主耶穌有好多的經文說到你們不屬於這個世界。在 神

的眼中，所有被祂買回來的，已經不再屬於世界了。這是我們都能夠明白的，對

不對？你們根本就不屬於世界，如果你還要再去屬世界，你是非法的，你是對不

起我，因為你是我重價買來的。所以要看見主權的轉移。彼得前書第一章十七節

講到我們在這個地上「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換句話說，

這個世界不是我們家，我們只是路過，不屬於這個世界。 

加拉太書第六章十四節，更講到我們這個人跟世界的關係，根本就是一刀兩

斷，在十字架、在死亡的面前是絕對地分開來的：「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

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那什麼叫釘十字架？就

是已經死了，所以世界對我絕望，我對世界放棄。 

 

2. 不要愛世界 

第二個，不要愛世界。雅各書第四章第四節說到，愛世界「就是與 神為敵」

那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第十二節講到：「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

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的轄制。」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就是

我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你如果不知道這叫不叫世界，你就問問看，到底做這件

事情有沒有帶來屬靈的益處？如果沒有益處的話，它不見得是罪，你也不見得就

不願意再花更多的時間在它的身上。例如說，看電視，你看的都是很乾淨的電視，

新聞、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大自然、講歷史的紀錄片（documents），

都是很乾淨（pure）的，不是那些色情、不是那些不該看的東西。它跟罪可能沒

有關，可是你看了那麼多，浪費了那麼多時間，有那麼多更重要的事情：建立和

家人的關係、培養屬靈的生命、跟 神之間的交通、或是讓我的身體去運動，得

到一點好處，雖然操練身體益處還少，但是還是有益處。對不對？但是你要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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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都花在那些沒有益處的事情上，就不值得。你值不值得跟朋友一聊天聊整個晚

上？雖然你們沒有聊不乾淨的東西，但是你值不值得每天花這麼多的時間在這些

事情上？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衡量。 

接著就講，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它轄制。所以有的時候要提醒自己，要來

試試看這個東西，我電視是不是說關就可以關，我電腦、iPad，說蓋起來就可以

蓋起來。你如果做不到，你就發現這些東西在你身上已經有捆綁了。 

我跟你們講過一個例子，一個老鷹飛、飛、飛，飛累了，在冬天的時候，看

見底下河上有那麼多的浮冰在那裡，跟著河漂，它就降落下來，在上面休息一下。

休息、休息、休息，它想說，對這一帶它很熟嘛，這是它的家（hometown），所

以，哪邊會碰到瀑布它都知道。所以，快到瀑布的時候它想，等下到瀑布，我就

飛起來就好了。哪裡曉得，到了瀑布它要飛的時候才發現，它的腳被冰結住了，

飛不起來。整個冰塊把它帶下去，粉身碎骨。 

所以，有的時候要把腳拿起來，看看拿不拿得起來。我不是說你們又要愛世

界，又要這樣。而是真的很多的事情，你真的要測試（test）一下，我到底是不

是還是自由的？到底錢在我身上我是不是還是自由的？如果主要的話，我給得出

來給不出來？到底在時間上、在人際關繫上、在人生的抉擇上、在公司做事情上，

我到底在主的面前，還是不是一個自由的人？我是不是能夠說不要發脾氣，我就

可以不發脾氣，還是我沒有辦法不發脾氣？是不是當我情緒掉到低谷的時候，我

出不來就是出不來，我已經成為情緒的奴隸了？到底我這個人，要講別人，要批

評論斷別人，我的嘴是不是管不起來，不再自由了？這都是世界用各種不同的方

式、不同的方法，在我們身上找到地方（ground），要來轄制我們，要來捆綁我

們。 

所以，我們講到實際應用（practical）的時候，你要知道，不要愛這個世界。

因為世界用很多的方法，用不同的角度，有的人對他身上他不是問題，但對這個

人卻是捆綁。像我們在座很多人，電腦是你的捆綁。但是可能對很多人說：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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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麽意思嘛，又傷眼睛，坐得腰酸背痛。那對他就不會是捆綁。對不對？或者

他現在不是捆綁，因為他不知道電腦裏面有那麼多卑情下品可以吸引他的。 

一九九一年我到歐洲去出差的時候，那是我蒙召出來，我把我產品帶到歐洲

去。那次我在英國倫敦，坐車看到英國鬧區大海報的廣告板，上面就畫著啤酒廣

告。那個啤酒廣告做得很有意思，它就畫了一隻鱷魚，張開嘴巴，沒有辦法合起

來，因為裡面它吞了一個獵人，那獵人的手就從鱷魚的嘴巴伸出來，要去抓那個

在岸邊的啤酒。你知道我的意思嗎？他都被吞下去，已經要死了，他還是捨不得

不喝那個啤酒。就是活著我也愛你，死我也愛你。那個東西對他捆綁到一個地步，

他都要死了都來不及管要死了，還要再喝一口。那啤酒廣告真的做得很有創意。

但是看了有時候真的也很難過。今天很多人就是不知死之將至，他還是要、還是

要、還是要，世界在我們身上其實是很可怕的。 

我絕對相信我們裡面每一個人可能有不同世界的捆綁。有一些是我們自己不

知道就是了。等到當你真的在這裡試試看你的腳可不可以拉得起來的時候，你發

現其實很多時候你已經被它結住了，拉不起來，不再自由。所以這是講到不要愛

世界。 

3.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或不要聽從這個世界 

第三個，不要效法這個世界（Don’t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效法就

是好像隨波逐流，世界本身的潮流是一個趨勢，你如果順著它，你不需要花力量，

就是很自然，大家都這樣嘛，所以我也這樣。當你要逆潮流而上（against the tide）

的時候，你就發現：哎呀，原來它有一個力量的，它會逼著你去隨從它的。所以

《聖經》上講到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或是約翰一書第四章第五節，不要聽從這個

世界。它是一個潮流，我們小的時候，大家都在迷喇叭褲，我不曉得在美國叫什

麽，就是上面寬，下面窄，底下變成喇叭。後來又變成緊身褲，然後，來到美國

就看這些孩子穿那麼寬的褲子，每一個褲子都已經掉到一個地步，你只要一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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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下來的那樣。我那時候也講過，我們窮人襪子都穿到鬆緊帶都鬆了，都還要綁

橡皮圈，怕它掉下去，因為走走路就往下掉，都掉到鞋子裏面去了。現在這些孩

子買襪子，就是在邊邊的，他不要買長的，你就搞不懂他們在幹什麼。你就發現

潮流一直在變。你現在已經很少看到那種一勾褲子會掉的，對不對？他們現在又

不穿這種褲子了。然後頭髮開始流行咖啡色，就每一個人都染成咖啡色了。流行

龐克頭就每一個人都理成龐克頭。你就發現世界是個潮流，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我到全天下去問，你們中間有沒有人講這句話，大家都說有，大人有，孩子

有，每一個人都有。這叫作潮流。 

我們要小心，當一個潮流帶著你，你自己不自由的時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如果到尼加拉瓜瀑布去看，那個大瀑布下來之前，那個河流這樣過來，過來，

所有的水，不分晝夜它一直在流，一到這裡，‚嘩‛就下去了。早晚有一天，它

是會把我們帶下去的。所以，神叫我們不要愛世界，不是要管我們、要限制

我們，所有命令的總歸都是愛。如果我們隨波逐流，到最後我們在波濤裡

滅頂，我們被這世界吞掉了，它總是一步一步把你帶到那裡去的。 

那最後講到要勝過這個世界，甚至成為這個世界的光。 

 

三、 勝過世界的祕訣 

那我們底下就接著來講怎麼樣能夠勝過這個世界。勝過世界我提三個字就是信、

望、愛。爲了好記，而且這三個都有《聖經》根據的。 

1. 信 

第一個講到信心。約翰一書五章四到五節說：「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

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

信耶穌是 神兒子的嗎？」這節《聖經》告訴我們，說我們已經有得勝的本錢，

有得勝的根基。你只要是從 神生的，你一定勝得過世界，所以你千萬不要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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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太可愛了，我勝不了。那是因為你沒有信心，你講沒有信心的話。你只要是

從 神生的，就一定勝得了世界，因為能夠使我們勝得了世界的，就是 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所以我們就是要用信心，來接受這個永遠的生命，接受這個在這個世

界卻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生命。主耶穌說：這世界的王在我裏頭是毫無所有。因為

祂完全勝了這個世界。世界的王叫祂向牠下拜：你只要向我下拜，我把世界萬國

的榮華都給你。耶穌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祂。」撒但就退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世界在耶穌的面前是沒有任何招架的餘地。撒但用各樣的方

法來試探耶穌，甚至路加福音告訴我們，牠試探完耶穌就暫時離開，表示試探不

會停的，它一直回來（come back）、回來、回來。但是，主耶穌從來沒有犯過罪，

祂跟我們一樣，祂也經過各樣的試探，只是祂沒有犯罪。如今這個得勝的生命已

經在我們裏面。老約翰說，凡從 神生的，絕對不會犯罪，或者絕對可以勝了世

界，因為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這是講到信心。 

我們今天已經信耶穌了，這是第一步，但是這個信心需要更多地與 神的救

恩、 神的真理調和在我們的裡面，我們在生活裡面來用它，來支取它。保羅在

這裡也說：「我也將萬事都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 3:8）約翰一書第四

章第四節，他說：「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不僅僅前

面講到我們有得勝的本錢、得勝的根基，就是 神兒子耶穌基督成了我們的生命，

而且他說到在我們裏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講到那個能力是遠超一切執政掌權

的、天上的、地上的、現在的、將來的，這個能力是在我們的裏面，比世界更大。 

那第三個是保羅在這裡講，他把萬事當作有損的，這是講到積極方面。我們

因著信耶穌，因著知道耶穌的寶貴，他說我以得著基督為至寶。為著基督的緣故，

他可以看萬事如同糞土。 

要把萬事當糞土是不容易的，因為這世界太可愛了。如果 iPad 是糞土的話，

你爲什麽天天都要用它呢？如果電視是糞土的話，你爲什麽一天到晚坐在電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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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呢？我們在中國，半夜我都不起來上廁所的，我六點鐘以後滴水不沾，因為我

很怕上廁所，因為那個廁所是在豬圈裏面，我就怕掉進去。你看到那一堆糞，你

就不會想去，你連待都不想待，你怎麼可能天天會混在裏面？所以保羅說他看萬

事如同糞土，我跟你說，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希望我們至少能夠做到一件事

情，就是我真的願意以得著基督為至寶。這是我們至少可以先開始做的。 

當無價之寶的一現在這裡吸引我們，基督的美麗、基督的榮耀、基督

的聖潔、基督的喜樂、平安、得勝，一直是被我們常常經歷、常常享受的，

你就發現世界在我們身上不知不覺掉了。很多東西從前會抓住我、會扣住我、

會捆綁我的，現在我覺得這有什麽，我爲什麽從前會被捆綁成這樣。很多人喝酒

的、吸煙的，到最後被主的愛吸引以後就覺得：哎呀，我從前怎麼會這樣，被捆

綁成那個樣子。因為祂用正面的來替代了反面的。 

所以我們光在這裡說不要愛世界，不要愛世界，不要愛世界，你講完你還是

愛世界，因為那是我們裏面的東西。但是保羅告訴我們是正面的。當你越多認識

基督，經歷基督，享受基督，你就發現我寧可要基督（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對不對？勝過做君王，雖然統治萬方，卻仍受罪惡捆綁。你會要那個在基督裡的

自由，在基督裡的那個寶貴。 

2. 望 

第二個，望。講到一個榮耀的盼望，有一天基督要再來。那這是事實。弟兄

姊妹，我們一定要很簡單地相信，就像你們相不相信短宣隊過兩個禮拜要回來。

在座孩子去的這些爸爸媽媽，你相不相信你孩子會回來？當然會啦，不然你現在

早就哭得稀裡嘩啦的了。對不對？因為你知道他一定會回來。到底主回不回來？

回來。《聖經》先是告訴我們：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保羅在新約也告訴我們將

來都要在基督的臺前向基督交帳，各人照著今生所做所行的向主交帳。主耶穌也

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祂有一天祂要回來，照著我們各人所行的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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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這些都是《聖經》上講得這麼清楚的，祂都要來、都要來、都要來。祂不來，

我也要去，所以我總是要交帳的，成績單總是要交的，作業總是要交的。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動了敬畏的心，度我們在世寄居的日子，那你

對這個世界的態度就不一樣了。你不可能說我今天到優勝美地（Yosemite）度假

去，我把家裡面百分之八十的家當都帶去。或是你到了優勝美地（Yosemite）以

後都不玩，先去買這些傢具，買沙發，買什麽，因為我在這裡要住五天。你不會

去做那些事情的，因為你知道你是客旅，你是寄居的。但是今天我們很多人在現

實的生活（reality life）裡面就是這樣的，其實你一生就算你活一百歲好了，你說

去優勝美地（Yosemite）才五天。我可以瞭解，去五天，我當然不買東西，而我

在地上要住一輩子，但是一輩子的一百年跟永恆相比，那根本就是一點點，對不

對？ 神看千年如同一日。 

既然我們只是寄居的，就希望我們經過這個世界，但不屬於這個世界，不被

這個世界捆綁。以前，有個弟兄作見證，他說這個世界太可愛了，所以他心想將

來去天上不曉得要幹嘛了，《聖經》上又沒講這麼長的時間裡我們要幹嘛。所以

他做夢時就夢到他自己預備了兩個箱子，把將來如果真要去見主的話，他希望能

夠帶去的、他很喜歡的東西像 iPad、 iPhone，想看的書、刮鬍刀，遊戲（game），

都放在兩個箱子，他想將來去天上，一定要求主讓他帶去，不然天上可能太無聊

了。那天半夜主就回來了，他就夢到他自己被提，要被提以前他就趕快跑到床底

下把兩個箱子拉出來，然後就站好，讓主來提他。因為大家都被提，主就給我們

一個復活的身體，復活的身體是可以穿過墻的，穿過屋頂的，對不對？因為耶穌

復活以後祂就是直接走進來，祂不需要開門的。那《聖經》上說「將來如何，

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而且祂給我們一個榮耀

的身體，與祂相似。所以，表示我們將來的身體是可以穿墻的，而且是不朽壞的。

就在他往上走的時候，他頭出到一半，箱子被卡住了，因為箱子還是物質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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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屋頂就把他給卡住了，然後他醒了。醒了以後主也光照他，他自己就知道

了。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們每個人愛什麽東西，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都是

有力量的。講到一個榮耀的盼望，講到客旅的生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特別說到：

他們是在這個地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而且講這些話的人，如果他們有機會，

他們還可以有回去的機會，但是他們卻羡慕一個更美的家鄉。我們要知道這是客

旅，這是暫時的，我們更美的家鄉是在將來。我們要求 神幫助我們有這樣的看

見。 

3. 愛 

最後一個更能夠幫助我們勝過世界的是主愛的激勵。祂愛我們，為我們捨

己，基督的愛激勵我們，讓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了，願意替那位為

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所以，有人講到不要愛世界的時候，他說你要想到我們

的主，就是在這個世界受盡了羞辱，抗拒，傷害，最後在這個世界被釘十

字架，我們怎麼能夠再去愛這個世界呢？祂這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

我們就不能夠再去愛這個世界。 

最後羅馬書第八章三十五節到三十七節，保羅一再在這裡問「誰能使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

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保羅講了這麼多以後，他底下就說，

不（no），他說：「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我記得，我們在家庭祭壇（family devotion）讀經的時候，我的兒子讀到這

一段，他說這些東西現在都沒有了，他說我們現代人讀就應該說難道是互聯網

（internet）嗎？難道是電子遊戲（video game）嗎？難道是電影（movie）嗎？

他這樣自己加了一些。我說很好啊，你把你所有的世界都放下來，到底什麽東西

會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你能不能講完，講到最後能夠像保羅說，不（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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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都不能。 

靠著愛我的主，這是得勝的秘訣。在這一切的事上，這是得勝的範圍。不是

只有在我不受捆綁的事上我得勝，在我不能勝過的事情上我就失敗，保羅是說在

這一切的事上。然後得勝的程度呢，不是僅指得勝，是得勝有餘。 

 

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感謝 神，我想我們一起來加油，大家都是客旅，一起

經過這個世界，希望當我們經過這個世界去見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被扣留在這裡。

沒有一個人在經過這個世界的時候，被世界的王、那惡者，偷竊、殺害、毀壞，像

耶利哥路上倒在路旁，被強盜打傷的人一樣。然後，撒瑪利亞人來幫助了他，恢復了

他，讓他可以重新上路。我也希望我們在座所有被世界傷害的人，被仇敵打傷的人，

因著這位好撒瑪利亞人耶穌的愛，因為祂油和酒的裹傷，祂的重建，讓我們再恢復

一個正常的基督徒。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個更美的家

鄉。各人力上加力，到錫安去朝見 神。 

 

禱告： 

主，我們再次感謝祢，謝謝祢這樣地愛我們。雖然我們活在一個花花綠綠的世界，充

滿了各樣誘惑、試探的世界，但是祢的話早就告訴我們，那在我們裡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

沒有人能夠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可以得勝有

餘。 

主啊，但願藉著今天的信息，祢再一次提醒我們，也不讓我們輕看這個世界的網羅、

危險，讓我們在世上經過的時候是帶著虔誠、敬畏的心，來度我們在世寄居的日子。更讓

我們為著那個榮耀的盼望而活著。讓我們更多地愛祢，更單純地來愛祢。謝謝主，聽我們

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