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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归向神专一归向神
雅各书雅各书：四1-10

1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2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2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3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原文是淫妇）哪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 神为敌吗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原文是淫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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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6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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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你们亲近 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8你们亲近 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心！
9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10务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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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四1一开始雅各就提出两个问题，点出了教会当中不良的光景，
而这个问题呢 恐怕不只雅各的时代有 就是现在恐怕还继续的是依旧存在而这个问题呢，恐怕不只雅各的时代有，就是现在恐怕还继续的是依旧存在。

在这两个问题的当中，它的后者等于是回答了前者，也就是说，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两个是问题，但是第二个问题等于是解答第一个问题。
雅各在这边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军事用语：争战跟斗殴，而争战、斗殴

是拿来描述教会当中的冲突 而这些冲突表面上来看可能是跟话语有关是拿来描述教会当中的冲突，而这些冲突表面上来看可能是跟话语有关

也就是说可能大家意见、见解有歧异，但它的性质其实是属灵的，

因为第一节讲到私欲，百体中战斗之私欲

「私欲」指的是一种享乐的欲望，是从人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并不是神所喜悦的。
当然，有人会问说：请问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有什么错吗？

难道上帝要祂的儿女每一天都苦哈哈的吗？当然不是。

这里的问题是，这些私欲已经破坏了谦卑跟和平、自私自利已经打败了智慧，
属天的智慧 已经因着人私欲在掌权的缘故 或是说人屈服在私欲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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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天的智慧，已经因着人私欲在掌权的缘故，或是说人屈服在私欲之下，
它似乎无形之中放弃了属天的智慧，而拥抱了那个属地的智慧。

第四章开始所描述的，是一个有严重争执，甚至表面似乎大家在一起，实则却是
已经结党分裂的教会 教会内部充满了是嫉妒 自私的野心 谩骂 愤怒已经结党分裂的教会，教会内部充满了是嫉妒、自私的野心、谩骂、愤怒，

甚至随世俗的风气而行，弊端连连。
其实雅各并没有指出教会当中的特定的问题，他没有讲到底是淫乱呢？

或是说有人在什么财务处理上出了状况？

还是说有人在恩赐的展现或是恩赐的运用上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没有提什么特定的问题 而是叙述教会当中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甚至暗示他都没有提什么特定的问题，而是叙述教会当中不健康的一个状态，甚至暗示，
教会当中各种的冲突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使得教会的发展停滞不前。

那请问教会里面有哪些问题呢？那请问教会里面有哪些问题呢？
这边说「你们杀害嫉妒」，教会里面有谋杀案件吗？当然不是，

他所指的应该是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太五21‐22 指的

教会当中充满了因为愤怒而生的咒诅跟谩骂。

出于私欲的享乐动机，很容易会让人嫉妒别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总总的特权，
而且经过微妙的转化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了对别人的批评跟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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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经过微妙的转化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了对别人的批评跟攻击，
也就是那些损人却不利己的那些话语，常常就会从人的口中出来。



第二个就是「贪恋」，想要的却得不着…
十诫的最后一诫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十诫的最后 诫，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儿女、仆婢…，别人所拥有的，不可以去贪恋。

而神的子民、自认为是属神的，也就是说雅各提到的教会里面的问题、光景…，
可见教会当中的人，连最起码的诫命都没有遵守，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

自私自利，甚至纵情享乐的态度、实质的状况也好，

不仅影响肢体之间的关系 更是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仅影响肢体之间的关系，更是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雅各点出来第一个影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的祷告生活—
会使得基督徒的祷告变得很不正常。接下去雅各告诉我们什么？会使得基督徒的祷告变得很不正常。接下去雅各告诉我们什么？

教会当中的祷告生活、或是说基督徒的祷告，出了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呢？
1. 「不求」，也就是轻忽祷告、不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凡事都想要

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达成，忘记了神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的供应者。

2. 维持祷告，当然他还继续祷告，基督徒怎么可能不祷告呢？

可是祈求的动机却充满了自私自利 完全的以自己的享乐为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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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祈求的动机却充满了自私自利，完全的以自己的享乐为着眼点，

也就是求的内容不对，动机更是错误。

本来在祷告的事上，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应许是很宝贵的。
在登山宝训主耶稣对于祷告的教导是什么？太七7 主的应许是说：在登山宝训主耶稣对于祷告的教导是什么？太七7 主的应许是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你们要祈求，所以你们要寻找，所以你们要叩门。

一个是应许的陈述、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个应许所给我们的命令。
因为祈求就必得着，所以基督徒应该要祈求

因为应许里面是寻找的就必寻见 所以基督徒应该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应许里面是寻找的就必寻见，所以基督徒应该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

寻找，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
叩门，可能你已经明白神的心意，可是你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有拦阻，

好像那个门是关着的，那么你就叩门，神的应许是说祂会为我们开门

雅四却变成：求了，却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不是求神赐智慧，
而是求的是要用在自己的宴乐当中，是为着享乐的目的在那里祈求，

显然动机上出了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绝对不会为着他人的好处。
这样子的祷告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根本不会顾及教会整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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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子的祷告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会顾及教会整体的利益，

那很显然这样子的祷告，神是不会垂听的。

第二大段四4‐6「妥协的危害」。
对于这样子状况的人 也就是1‐3教会里面问题的时候对于这样子状况的人，也就是1‐3教会里面问题的时候，

雅各在四4称这些人是「淫乱的人」，所以看来违反第十诫的，

也就是说「不可贪婪」，这样的人也很容易会违背第七诫

「不可奸淫」。沈溺于享乐的人，很快的就不再向神委身了。

在这里所说的「淫乱」，应该可以包括身体的跟属灵的，
但是看起来应该主要是指着「属灵」的层面但是看起来应该主要是指着「属灵」的层面。

因为在圣经当中一贯的思想让我们看到，
特别旧约就很明显有这样子的说明，

不专心信靠主，不事奉独一的上帝，这样子的状况等于就是「拜偶像」，

也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

雅各在这些问题的描述上 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呈现雅各在这些问题的描述上，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呈现，
三14 讲到的嫉妒跟自私的野心

四1 讲到的是私欲跟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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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讲到的是私欲跟宴乐

四4 提到了是「世俗」

世俗 kosmos这个字就是「世界」，
在希腊文中「世界」有多层的意思 包括物质的世界 这世界上的人在希腊文中「世界」有多层的意思，包括物质的世界、这世界上的人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它是指「世俗的价值观」

在四4翻成世俗，应该是符合整个上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而世俗在雅各书里面主要指的就是与神为敌的邪恶权势，

「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

保罗跟约翰也同样的提到这样子的概念 譬如说保罗跟约翰也同样的提到这样子的概念，譬如说：
提后三4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的人，同时也是爱宴乐、不爱神的人，

很显然就是与世俗为友，而且与神为敌很显然就是与世俗为友，而且与神为敌
约壹二15‐16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那这个世界上的事或是说世俗，包含的是什么？就是：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很特别 这些东西是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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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特别，这些东西是不能相容的，
这是我们一定要常常警戒，提醒我们。



为何不应当跟世俗为友呢？雅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渴望我们的心是专一的来归向神 单单的属于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渴望我们的心是专 的来归向神、单单的属于神

出三十四14 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忌邪的神。

英文翻成 Jealous，就是嫉妒，当然跟人的一种情绪反应并不相同

在那边告诉我们的是：神要我们专一的敬拜祂，不可以事奉别的神，
那一位创造万有并且掌管万有的主宰，祂在我们身上当然有这样的权柄。

保罗林后十 也提到他对哥林多教会属灵的期许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保罗林后十一3也提到他对哥林多教会属灵的期许：「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保罗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他说：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像贞洁的童女一样。保罗有 个很深刻的认知，他说：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像贞洁的童女 样。
非常期待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到：信靠主、跟随主，是何等的需要专一！

人际关系当中最独特、最亲密的是夫妻的关系，许多人际关系其实可以分享的，
譬如说朋友、手足、同事、同学，通常都不会只有一个，

你可以有很多朋友，很多同事，很多同学；

可是只有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 是不容第三者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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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只有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不容第三者介入的，

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根本上的动摇跟伤害。

圣经也用很多的人际关系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譬如说…
「父子」 神是我们的父 祂是父亲 我们是祂子女当中的一个「父子」，神是我们的父，祂是父亲，我们是祂子女当中的一个。

「主仆」，祂是主、我们是仆人，所以我们应当顺命，应当事奉，专心的来事奉祂；

主人可以有很多的仆人，可是仆人只有专一、只有一个主人，专一的来服事。

「朋友」，圣经里面也用朋友来描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特别主耶稣说：「以后我要称你们为朋友。」

为什么？这是强调内心世界的分享 主乐意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是强调内心世界的分享，主乐意告诉我们，

祂的想法跟计画，就好像朋友之间的分享一样。

「夫妻」，也是圣经里面用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
强调的就是一个「专一的归属、彼此的委身」，

如果信靠主的人在这件事上跌倒的话，

神正等候要施恩给我们 只要我们抛弃骄傲 谦卑认罪神正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只要我们抛弃骄傲、谦卑认罪，

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可以恢复的。

我们要感谢神，祂总是等候我们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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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感谢神，祂总是等候我们回头，
而浪子比喻当中那个「倚门望儿归的父亲」，正是我们「慈悲天父」的写照。

四7‐10雅各对于「回归向神」，这个步骤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里面可以分成十点这里面可以分成十点…

1.顺服神。
2.抵挡魔鬼，也就是说：与神为友，就不再听信跟听从魔鬼了。

抵挡魔鬼，凭什么？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在受洗的时候都会有问答，第一个问题就问说：

「你愿意拒绝魔鬼并牠 切的权势吗？」当然标准答案是「我愿意」「你愿意拒绝魔鬼并牠一切的权势吗？」当然标准答案是「我愿意」。
这当然跟雅各在第四章所说的抵挡魔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3.亲近神，也就是透过读经、祷告、敬拜，亲近神， ，
因为这边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到底是我们主动，还是神主动呢？
想 想回家的浪子 亲其实早就在那 等候他了想一想回家的浪子，父亲其实早就在那里等候他了，

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浪子他清醒过来，

或是说他醒悟过来，他就回家，回到父的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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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说他醒悟过来，他就回家，回到父的怀中，

其实父亲早就已经在等他了。

4.洁净你们的手。主要是指的说从有罪的行为回转，
而且真正地悔改 承认自己有问题 而且愿意采取行动而且真正地悔改，承认自己有问题，而且愿意采取行动。

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得罪人、就真诚的认罪、并且付代价、做必要的补偿，

这是跟洁净你们的手有关系，手通常喻表的是行动。

5.清洁你们的心。是讲到内里的状态、要进行内在的更新，
不再刚硬，乃是向着神存温柔的心；

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顾及他人的需要 顾到他人的事情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顾及他人的需要、顾到他人的事情…，

转向神跟这些都有密切的关联。

6.要愁苦、7.要悲哀、8.要哭泣，讲起来好像很悲情，
但其实雅各在这边描述到的是真实悔改，是应该要有情绪的反应。

很难想象一个人真的认为他做错事情，但是他却是嘻皮笑脸的在表达这些事，

这是很难让人了解的 当然也是很难被接受的这是很难让人了解的，当然也是很难被接受的。

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就跟珥二12可以对照来看：
你们应当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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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当要禁食、哭泣、悲哀， 心归向我，
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9.将喜笑变为悲哀，
这个特质跟刚刚前面讲的三点 是前后呼应：这个特质跟刚刚前面讲的三点，是前后呼应：

如果这里的喜笑是指的出于自大跟骄傲的话，

那当然喜笑变成悲哀、
也就是指离弃骄傲，并且真实的悔改。

10.要在主的面前自卑，
这里的自卑当然不是指那种自我形象不佳的自卑这里的自卑当然不是指那种自我形象不佳的自卑，

而是指承认自己的卑微跟渺小。

圣经里面属灵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
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这里的谦卑、当然也是应该发自内心，

不是那种虚假的 中说说而已不是那种虚假的、口中说说而已。

所以转向神、是让我们专一地归向神的一个更新的步骤，
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以常常在必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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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常常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属灵上的调整，也有生活言行上的调整。

天父 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你的心总是在那里等候。

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恩典，

透过耶稣基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你渴望我们真的认识你，你渴望我们单单的来归向你，你渴望我们真的认识你，你渴望我们单单的来归向你，

你渴望我们在跟随你的事上，能够专一的跟随。

愿主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你的真理成为我们行路的标竿，愿主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你的真理成为我们行路的标竿，

也愿圣灵在所赐的力量当中，

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到那成圣生活的宝贵，经历 成圣生活
引导我们成就主的工作。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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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