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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 我们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门。

 好的，上一周，我们讲到了这个 「与罪争战」的系列，有谁记得我们讲了什么

吗？ 世俗。 我要再次回到这点。

 这整个系列的中心经文好像一直都是彼得前书2:11。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彼

得前书2:11。

 彼得前书2:11说到，亲爱的弟兄阿， 彼得称他们为「亲爱的」，很显然他是在对

基督徒说话。 你们知道「亲爱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被爱的人。 被神爱的人。 我劝

你们，你们是客旅，这里指的是你不住在这里，你只是经过这里， 是寄居的，在这个

（世界）体系中你是寄居的。 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

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当我们刚开始讲这时， 我有向你们强调这些私欲是与你的灵魂争战的。 换句话说

，这些私欲寻求去毁灭你。 它们（与你）争战，它们（与你）作战。 它们寻求来伤害你

，为了使你受损。 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被这些压制你的私欲所制伏， 你会灭

亡，你会被毁灭。

 现在请看，我们所有人都当恐惧战兢， 作成我们得救的工夫。 你知道这节经文的

来源吗？ 任何人知道它的来源吗？ 腓立比书2:12。 当恐惧战兢，作成我们得救的工夫。

我们务要持守到底。 我们必须站立在信心之上。 我们一定不要转离了永生神。 我们务要

专靠主。

 这难道不是鲍勃所讲的吗？要专靠主。 这是约书亚的遗言， 专靠你的神。（约书

亚记23:8） 这是巴拿巴对门徒们说的，要专靠主。

 弟兄们，你若不依靠（主），就会跌倒。 你说，“人（基督徒）会失去他们的救恩

吗？” 我要告诉你，一直都有使信仰覆舟的人。 而且这些私欲是（与你）争战的。 我要

告诉你，人们会因这些与他们争战的私欲而灭亡， 他们会因此在这场赛跑中掉队。 你曾

经跑得好，但人们会掉队， 然后他们就不再跑得好了。 有人从前算得神的子民， 之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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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肉体的私欲得到了他们。 肉体的私欲，它们是（与灵魂）争战的。 人们会跌倒。 人们

会给这些私欲留余地。 人们就不再继续去争战了。

 要禁戒。 这些私欲寻求（与灵魂）争战， 你若不禁戒，它们会把你拉下水。 人们

阿，这结局就是灭亡。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很严肃。

 我们一直在讲「世俗」。 现在，问题在此。 世俗；让我立刻给你几节经文。 雅各

书1:27，我们上个星期看过这里。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

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好，这就是神眼中的真信仰：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我要暂时换个方向。 我会马

上再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有这些私欲与灵魂争战。

 现在我要退一步来看「世俗」。 「世俗」，就像我们上周所讲的，寻求来玷污我

们。 我们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世俗寻求来玷污我们。 它寻求来沾染我们，它寻求来

污损我们， 它寻求来使我们变得肮脏。

 以弗所书2:1，请听这里，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世界想要来沾染我们，世界想让我们去随从它。 迷失的人就是如此，他们随从今世的风

俗。 这就是世界的欲望。 世界渴望被人随从。

 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世界就在这里，你要保守自己不被沾染。 它渴望来沾染我们，它想要来沾染我

们。 它渴望我们去随从它。 它想要来改变我们。 这就是世界。 就像我上次告诉的一样，

请听， 这个世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实际上，魔鬼不正是这个世界的神吗？ 现在，

在这此处「世界」是另一个用法， 但这与在其它地方 用来描述魔鬼的词是相同的用法。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4:4） 这里是同一个用法。 其中

一个用法是我们「永世」的来源， 而另一个是我们「宇宙」的来源。 但它们在圣经里的

用法是出于一辙。 它们都是用来形容魔鬼。 魔鬼在掌控这个世界。

 就像我上次说的，这不是一件中立的事。 这不像是你走到了这个世界中， 它是中

立的，你几乎要强迫你自己去陷入其中。 这是被魔鬼所掌控的，它寻求来沾染你， 它寻

求来改变你，它寻求使你去随从它。 魔鬼有日程事项，世界有日程事项。

 现在问题在此。 我想让你看见关于世界的这个特征。 我想让你看见关于世界的这

一件事。 有一件事，使徒这么说到，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

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掌控世界的，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



的邪灵。现在请听这点，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之中生活，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现在，请看这里。 彼得后书1:4，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

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这里有败坏。记得我告诉你的

，它寻求来玷污你。

 这里有败坏；世界上的败坏来自于罪恶的欲望。

 现在请听这里，提多书2:11，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

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我这是讲到哪去了？ 记得我是如何开始的吗？这里有一场与灵魂的征战。 要禁戒

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当我们讲到「世俗」时， 「世俗」在圣经中象征着欲望， 世俗的情欲，世界上的

败坏来自于罪恶的欲望， 随从今世的风俗。 而我们，与其他的人一样，曾活在这些罪恶

私欲中，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弟兄们，我想让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世界是一个制造私欲的工厂。 这些私欲寻

求与你的灵魂争战，它们直接从世界中出来。

 所以，你知道吗？基本上，请在这与我一同思考。 「世俗」，在我们周围的世

界、这个体系， 我们周围的这个堕落体系是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掌控， 在我们周围的

这个遍张罗网的黑暗体系中， 它对事物有（一定的）看法，它对事物有（一定的）观念

， 它对事物有（一定的）想法。 世界看待任何的事物都有一种方式。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你看夜间新闻，它是属于世界的。 他们在报道一切新闻的背

后都有一个观念。

 你去看公立学校的体系，它是被世界所控制的。 在那背后有一种观念。

 你去看现今「堕胎」的整个事项。 在那背后有一种观念。

 你去看绝大多数的... 你意识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宗教在被魔鬼所掌控。 它是世

俗的。在它的背后有一种观念。

 去看，世界有某种思维的模式。 但我要告诉你，是欲望在带领思维的模式， 欲望

会带领思维模式。 在好莱坞的背后有一种观念。 在电视节目的背后有一种观念。 在电影

的背后有一种观念。 我的意思是，当你有一些以荣耀神为目标的人时， 他们要另当别

论。



 但我说的是「世界」。 好莱坞被世界所拥有，它被魔鬼所拥有。 大学的背后有一

种观念。 政府的背后有一种观念。 政府在圣经里的象征是兽。 你去看但以理书，启示录

， 那里有这些兽，而它代表政府，代表世界的权柄。 在国王，总统和最高法院的背后有

一种观念。 请听，这些是被私欲所带领。 人的情欲在掌控他的思维模式。这是绝对的。

 所以，我想要说的就是这点。 我们基督徒该使我们的思想意念如何？ 使它们都顺

服基督。 我们的思想意念都当顺服基督。 我们要禁戒私欲， 就是这私欲在带领世界的观

念和思维模式。 我们要去禁戒这些。 我们要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 并使

我们的思想意念顺服基督， 而不是被情欲和私欲所带领。

 所以，这就是了。 「世俗」是当我妥协世界的观念时而产生的， 它们是被肉体的

私欲， 以及世俗的情欲所带领。 请看，当世界想让你去效法它的形象时， 当它想要玷污

你时，当它想让你去跟随它时， 这就是征战之地。 它希望使你的思维观念去基于欲望，

私欲。 这与我们上次看到的经文对比————神的旨意。

 这段经文如此说，彼得前书4:2，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

欲，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你看到不同了吗？ 你要么选择情欲，要么选择

神的旨意。

 世界被世俗的情欲所带领。 世界的观念被这些情欲所燃烧， 这与把我们的心念顺

服基督和神的旨意完全相违背。

 无论作什么，我们不要因这些私欲而行， 我们要为荣耀神而行。

 我们现在在此， 我想现在来实际操练一下。 让我们来分解我们的理论，这里是我

们教义的内容。 你看到了吗？你去看世俗的私欲； 私欲在带领这一整件事。

 现在，让我在这里思考。

 金钱————你知道有什么关于你的事情是我所知的？ 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所有

人，曾经都是迷失的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随从了今世的风俗。 这不正是他的意思吗？这

不正是保罗所说的吗？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 你曾是如此，我们每

一个人都曾如此。 我们曾是那样，我们曾经随从了今世的风俗。

 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有些人， 你是完全迷失的人。 你们没有得救

，你们还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在随从今世的风俗。 这是真的！我知道很多在这个房间中

的人， 你们有一些人正符合此描述。 所以，我们这里有两类人。 有一种人现在正在随从

今世的风俗， 或者你曾经如此。 所以这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陌生。 另外，我们基



督徒不是属世界的， 但我们仍然活在其中。 我们寻求不被其所玷污，不被其所毁灭， 不

因肉体的私欲而灭亡， 这私欲在与我们的灵魂争战。 但是我们仍然与此很熟悉。

 让我来问你。 世界的金钱观是什么？ 让我们从这里开始。我想强调... 因为你看，

世界思考一切事物时都有一种观念。

 没有世界不加与思考的事， 而且世界会给予它的看法，或有相关的想法。 它对一

切的事物都有看法。 现在，让我们来谈生命中的大事。 我指的是，某人曾说过， 你知道

吗？在婚姻辅导中， 人在婚姻中所遇到的两个最大的问题：金钱和性。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让我们先来讨论这两点。

 世界对待金钱的态度是什么？ 贪。 现在要记得，这观念是被欲望和私欲所掌控。

对吗？所有的观念都是被此所掌控。

 好，请来听这里，圣经说到了这点。 提摩太前书6:9，那些想要的人。 就是这些

私欲，欲望，情欲。这些基本上都是代名词。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

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你看，就在这里。 它们与灵

魂争战，叫人最终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所以，世界对金钱的观念是什么？ 越多越好；能赚多少，就赚多少。 这是世界的

观念。 我再次对你们说，你要么现在活在世界里， 随从世界，要么你曾经如此，就像我

一样。 观念是什么？能得到多少，就得到多少。 哪怕你要去骗，哪怕你要去偷，就是要

得到。 这是被私欲所带领。

 因为，在那背后的观念是什么？ 你知道吗？ 人不是为了钱的本身而想要得到钱。

没有人想要钱因为 他们想把美金放在房顶上，然后跪下来拜它。 基本上，金钱，从最基

本的角度来看， 金钱象征一切人可以制作，生产并给予的东西。 这就是它的定义。这就

是金钱的功用， 它用来买人所制作的，生产的，提供的东西。

 所以观念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然后存起来。 如果你要捐奉一些出去，你只捐

奉一定的数目。 当然，你不想看上去太鄙吝， 所以你可能会把钱捐给某些慈善事业， 但

都是九牛一毛。 对吗？ 你的捐献绝不会超出一定的量。

 我记得在我刚得救时， 我在告诉我的父亲和我的阿姨，当神拯救我时， 神是如何

给了我想去捐献的自由。 而我阿姨却是，“我的钱是我的钱！ 它不是神的钱！它是我的

钱！” 这就是世界的观念。 钱是我的！它不是神的。神不拥有它。我拥有它！

 有一些人会说，“百分之九十是我的。 神只拥有百分之十，但百分之九十是我



的！”

 所以，世界的观念就是要去得到钱； 得到之后还要贪，要继续去追求钱！ 我们上

一周讲过，有车贴纸这么写： “拥有最多玩具而死的人赢。” 这是世界看待东西和财产的

观念。

 人通过这个世界时，他们说，“我想要更大的房子； 我想要更好的车子；我想要这

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有一只船； 我想要有枪，我想要有这个。” 人就是贪心，人永远

都不会满足。 总有一个欲望想要去得到，再去得到，又去得到。

 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吗？ 我们发现神允许让像所罗门这样的人写圣经， 他拥有

金器，银器，战车，妻妾，嫔妃。 我所说的是，所罗门拥有的王位是无可比拟的。 神给

予了他富足。 神给予了他很多。马兵，他建立了圣殿。 我指的是，（所罗门的）东西全

是金渡的。 在最后，你知道的，他写了传道书 ， 他就讲这些事物是极度的空虚。 这没能

满足他的灵魂。

 这就是世界的观念： 金子能满足我的灵魂。 钱（能满足我的灵魂），只要我能中

彩票就好了。 这是我身边朋友的观念。 我们总在赌博。 我记得我们曾经总在打牌。 你进

那里去，你一直都有这个希望： 今晚我会是赢家！

 这不令人惊叹吗？我记得， 人们事实上认为他们会去赢彩票。 他们真是是这么想

的，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此。 （这就是）他们的希望； 他们总有这样的希望。要快快

发大财！ 不论如何，他们会让此发生， 他们一定会（让自己）大大发财。

 你有见过那些真正赢得彩票的人的统计吗？ 最快破产的就是他们了， 而且他们所

拥有的债务比他们之前的更多。 他们就狂欢消费。 所有人都愿意给他们贷款。

 世界的观念是：我一定要有；我一定要有。

 但是弟兄们，我们若要去拒绝这些，我们若要禁戒去这些， 我们该要有什么样的

观念呢？

 我记得安迪弟兄有一次在欧文斯伯勒讲道。 他说，“弟兄们，让我告诉你钱可以做

什么。” 他说，“它可以喂饱你孩子的肚子。 它可以让你孩子的背上穿上衣服。”

 弟兄们，我要告诉你金钱能做什么。 金钱能留给你永恒的赏赐。 我有耶稣基督的

话为证。 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去变卖你所拥有的。

 世界说，拥有最多玩具而死的人赢。 耶稣说，变卖最多玩具， 然后捐献给那些有

需要的人，耶稣说，他们赢。 就是这个观念，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这是天壤之别。要亲



手去作工。 要亲手作工，好让你可以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看这是天壤之别。

 世界对「性」的观念是什么？ 这全在我们的周围。 我问的是，有哪一些态度？ 你

们对这很清楚。 我们结不结婚无所谓。 谁说我们一定要结婚？ 神会理解的，他知道我们

很相爱。 当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时，它说， 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

子。

 世界的观念是：男孩和女孩就要相互利用。 事实上，当来到性的方面时，就和金

钱一样， 拥有最多玩具而死的人赢。 这是征服最多他人的人赢。 你结婚了，然后你不再

喜欢了，就去换一个。 这就是世界的观念。

 世界的观念是：你只要开心就好。 盟约？在神面前的盟约？那都是些什么呀？ 你

厌倦了婚姻，你就换人。 你没有被要求...这很廉价。

 这是世界的观念。 我的妻子最近从丹佛那边的 教会的姊妹中带回了一本书。 这本

书的目标对象是年轻的基督徒少年和年轻的女士们。 这个女人给了你今天在学校里的场

景。 你知道吗？基本上，学校的体系在世俗的观念中是： 如果一个年轻女士是一个处女

，这不被看为是一件好事。 这被看为一件消极的事。 她被看为过份正经。 她事实上是被

人嘲笑和戏弄的。 在那里有难以置信的同侪压力不要去成为一个处女。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活在一个世界， 认为等到结婚的童贞是可笑的，是

愚蠢的。 你到神的话中，而它说， 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

 我们有一个使人下地狱的扭曲的世界体系。 你要理解这一点。 这个体系寻求去毁

灭。 它在寻求去改变人为一个样式，好去毁灭他们。 这就是外面世界的观念。

 神的话语说，“婚姻，床也不可污秽。”（希伯来书13：4） 别无他物，人们，别无

他物。 你怎么认为？你知道吗？ 当我在上高中时，在电视上描写同性恋的片子不存在。

你知道如今的观念是什么吗？ 这是正常的，这是遗传的，这些人天生就是如此。

 神的话语说：这是可憎恶的。(利未记18:22) 神的话语再一次说，因这些事，神的

忿怒必临到。

 世界说，要创新。 学校的体系在教导孩子们什么呢？ 学校没有教导孩子们去「禁

欲」。 学校在教导他们如何去使用避孕套， 好叫你不死于艾滋病。 这是世界的观念！

 你们要享受自己！ 如果你是同性恋，你们要享受自己！ 不要传染艾滋病就行；不

要传染性病。 要确保你受到保护。 而且如果你怀孕了，没问题的，你去堕胎就好了！ 这



是世界的观念！ 神说，你不可杀人。（出埃及记20:13） 神说，你不可奸淫。（出埃及记

20:14） 神的话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 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 都不能

承受神的国。”（哥林多前书6:910） “婚姻，床也不可污秽。”（希伯来书13:4）

 在婚姻之内，神说，你们要享受自己。 但你知道什么事令人很惊讶吗？ 所有世界

说我们应当拥有的自由（婚外性）， 然后这不是令人惊讶吗？世界对性的观念是： 这难

道是一件肮脏的事，一件不干净的事吗？ 然后，当我们来到事实是很美好的婚姻时， 世

界认为这是可污秽的，这是肮脏的。 这使人惊叹！世界是寻求两头都在阴沟里翻船。

 但神不是如此说的。神说在婚姻之内，你们要享受自己。 妻子的身子乃在丈夫，

丈夫的身子乃在妻子。 它还说，你们若结婚了，你们应当经常享受自己。 神创造了它，

所以应当在感恩中享受它 和其它一切在婚姻之内的事物。 这是不可污秽的。

 世界把它放上丑陋的图画和概念。难道不是吗？ 思考世界用来描述「性」的词语

， 那都是些丑陋的，粗劣的，亵渎的词语。 神创造男人和女人时，神说，这是好的。

 那是世俗的观念。 请来思考一下世界对裙子的观念。 世界如何看待裙子？ 世界说

，要去做一个彻底的白痴， 并把你的裤子穿在膝盖以下。 我的妻子说到有一天， 我们送

茶耳提去上学，其中一个男生把裤子穿得很低， 就弯着腰，靠着他的车。 我说，他为什

么还要穿裤子呢？ 他为何不干脆只穿着他的短裤乱跑呢？ 那样，当警察来追他们时，至

少他们不会被（裤子）绊倒！ 至少他们的左手会是空闲的！ 这是极度的愚蠢！

 基本上，世界如何看待裙子？ 女士们，你们想去赢得男人吗？ 要秀乳沟，要秀腿

，要秀后端。 你们记得吗？你们若看来阿尔∙马丁的 那篇关于「端庄」的讲道， 他触及到

了胯部，后端和乳沟的问题。 世界说，女士们要秀。 你们想去赢得男人吗？

 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吗？ 女士们，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 戴金饰，穿美衣

，为妆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 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

前书3:34）

 世界说，女士们，好体型就要完全曝光。 在世界的眼中，这是极宝贵的。 神说要

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世界说，首饰要华而不实。 你看在世界中，他们遍地都戴「环」。 在如今的世界

中，在鼻子里有「环」， 这里有「环」，在肚脐眼有「环」， 在一些难以描述的地方有

「环」。 刺青。这是属世界的。

 现在，这个有个问题。 有这些观念；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些观念。 荣耀神。 我就问



问你们所有的人，当来到你的穿着时， 你知道的，如果你们男生要戴耳环， 如果他们要

把他们的嘴巴，他们的舌头， 和他们的鼻子去穿孔，原因何在？ 你想要像这个世界吗？

你想尽可能的去模仿这个世界吗？ 你被世界欺骗了吗？

 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扪心自问， 导致我如此行事的观念是什么？ 记住，世界的观念

是被私欲，情欲和欲望所引导。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做？为什么我们做我们所做的事？ 为

什么我们如此穿着？为什么我们做我们所做的事？

 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 而他们最终却在全身各种奇怪的地方戴环， 他们就需

要去问，为什么？ 因为若激励你（如此去行）的因素是去荣耀神， 那很好，无论作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 这就是引领基督徒行事的因素。 你看，引领

世界的是罪恶私欲。

 现在，请来思考。 当人遍身戴环时，这里有什么样的世俗私欲？ 你看见一个人想

在（身体）某处戴环， 在他们的舌头中戴环，在他们的鼻子中戴环，不管是在哪。 我的

意思是，这都是一件事。 请再次看，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什么所带领， 因为你要么是迷失

的人，要么你曾经是迷失的人。 我知道在我迷失时的一件事， 你猜怎么着？我没有在我

的鼻子上穿孔戴环， 我骑了一辆极速某托车。 你说，这有天壤之别。不对，错误；这不

一定。

 你看，当我迷失时，自我骄傲使我渴望被某件事所认可； 再一次，渴望被关注的

欲望，渴望伟大的欲望， 渴望被赞赏的欲望，渴望名誉的欲望。 这不正是世界的道路

吗？ 神如何希望我们被知道？ 当他告诉提摩太，要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时，有哪一些

事 保罗告诉提摩太需要成为他生命里的标志？ 就是他要使众人看出他的长进来。 是哪些

事呢？ 敬虔，信心，爱心，纯洁，我们可以继续举例下去。

 但请和我在此思考。 马克是以他的饶舌音乐出名， 他被称为一个东方之人，也许

是一个随身带枪的野人。 但他有一个名声。 而且你知道吗？ 做为一个迷失的人，当你获

得一个名声时， 特别是那种让别人羡慕的名声，你想去继续拥有那个名声。 他被看为一

名说唱艺人，还是比较出名的那种。

 事实就是，我们所有迷失的人曾在某个领域中有一个名声， 那种被他人羡慕的名

声。 我们想去继续拥有它，而如果我们没有拥有它， 我们想去拥有它，当我们看到那些

拥有它的人时， 我们就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它在驱使着我们， 它在引导我们，我们

想要被认可。 我们想被看为一个叛逆之人。 我曾经那样，那就是我的名声：叛逆， 野蛮



；而且我在那其中得到满足。

 但你看，名声是世俗的。 人想在各种奇怪的地方穿孔， 他们想看上去很奇怪，他

们想有各种 奇怪的头发，而且做各种奇怪的事。 Why? 为什么？这主要因为… 这就是我

们要去问的事！

 请听，如果一个基督徒女人结婚了，而她的丈夫说， 亲爱的，我想在你的鼻子上

有一个环， 而她这么去做是为了讨她丈夫的喜悦， 但你知道吗？这是好的，这非常好。

我们不想成为律法主义者，说你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所穿的衣服代表了世界，而你说， 我在尝试去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

的人。 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些人。 让我告诉你，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会怎么样？ 他们都

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 我害怕有时人所做事是为了 不让他们被世界逼迫， 所以

他们想要去效法世界，他们想看上去与世界一模一样。

 现在请听，确实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么去行）， 有一个虔诚的地方，一个基督徒

的地方， 当你在中国时，像戴德生一样， 去穿着成中国人的样式。 但我要告诉你，在戴

德生离开中国之后， 他没有再如此穿着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如此做是为了福音

的缘故。

 你看，如果你说，好，我要为福音的缘故如此做。 那么你不要时刻都那么做。 在

能消除一些隔阂的情况下如此去做。 但你不是总那样，如果你总是那样， 那么你是在发

表一个声明，而不是实际尝试 去把福音带给人。

 你看这观念！ 如果这观念是为了 尝试去消除隔阂，好引人到（基督）， 就像这些

女士一样，有可能，希望如此， 她们尝试去与沙特阿拉伯人传福音。 你知道吗？ 为了福

音的缘故， 不去吃他们一般不吃的食物， 或不去参与他们一般不参与的习俗， 这是可以

理解的。 但不要当她们突然之间在家时， 还把穆斯林人的习惯带回家。 你看，那就不适

宜了。

 对于首饰，对于穿着，也都同样如此。 我们需要看圣经如何教导「端庄」。 如果

你穿着是为了去引人注目， 或者你戴首饰是为了去引人注目， 那这就没有端正的本质

了。 端正不会寻求让自己引人注目。 端正寻求去顺服听从。 如果它要被任何事所认可，

都是属灵的事，是在内心的。

 而且让我告诉你，世界寻求去毁灭。 私欲把人引向毁灭， 而基督教把人引向生

命。



 女士们请看，你不要让你的穿着使一个弟兄跌倒， 你若被为了去讨神的喜悦，去

爱， 并去帮助你弟兄的渴望所带领。 如果你想去帮助弟兄们， 你就不要穿使你弟兄跌倒

的衣服。

 关于工作呢？ 世界是如何对我们说关于工作的事？ 退休；对了，要做越少越好，

为了去赚最多的钱，并且能退休，就退休。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难道不是美国梦吗？ 在

你四十五岁时退休， 总去打高尔夫球，不再去工作，就退休了？

 世界还对我们说了什么关于工作的事？ 我说，你有协会；协会完全是世俗的。 协

会告诉我们什么？ 基本上，世界告诉我们的就是， 权利；你有一切的权利。 事实上，你

知道吗？ 你根本就不用去工作！ 就靠福利生活，而且你有这个权利！ 要生更多的小孩，

与八个不同的男人生小孩，而且你有享受福利的权利，你有享受粮票的权利。 不要让任

何人告诉你，你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你有这个权利。

 弟兄们，这就是世界会说的。 你知道圣经事怎么说的吗？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

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 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吗？ 你若不去工作，教会应当

处理你，把你从中赶出去。 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吗？ 保罗说，要打那美好的仗。（提

摩太前书6:12）

 你知道世界是怎么说的吗？要退休。 世界说，要在地上过你的天堂。 真的就是这

回事。 你要尽快退休，要过最好的生活，而且不工作。

 而这是圣经说的： 启示录14:13,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们。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息了自己的劳苦吗？在他们死时。

 你知道圣经是如何说的吗？ 你若在基督里，你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行善

， 就是神所预备叫你行的。（以弗所书2:10） 圣经说，我们要在其中坚持下去，我们要

去追求这些事， 我们到死才时息自己的劳苦。

 现在是我们作工的时候。 你不是在六十二岁时，在高尔夫球场息自己的劳苦。 弟

兄们，你被呼召去工作，直到你的身体无法再去工作时。 你被呼召去为基督燃烧，去作

工。 他创造了你，他拯救了你，他为你舍己， 他买回了你，他赎回了你，叫你热心为善

，直到最后。 这里没有假期。这里没有退休。

 我指的是，对，这里是有休息的时候。 我们需要休息。当我说没有假期， 我是指

没有退出（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工作到底。 保罗到人生最后时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



打过了。（提摩太后书4:7） 弟兄们，我们要争战到底。 这就是圣经里的观念。

 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传道书9:10） 帖撒罗尼迦前书4:11说，又要

立志作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 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世界对电视机有什么观念？ 我读过一些东西，我都不记得在哪里读过它， 我想这

是一些基督徒传给我的。 它像是一个寓言。 寓言是这么开始的：有一家人。 写寓言的人

讲的是一位老年人。 你读它的时候，它所表达出来的方式 让你感到好像这里有一位老年

人。 作者说，他坐在角落里。 这是一个关于电视机的寓言。

 一位坐在角落里的老年人。 在我们有记忆时，他就坐在那里了，而且他总在说

话。 作家是在创造一幅图画， 你就想象在他的家里有一位变态的老年人。 而且他说，这

位老年人在我们家所说的事另我们很不舒服， 我们绝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人在我们的家中

（谈论这些事）。 我们绝不会允许这在我们的家中。 这个人会建议一些在我们家不允许

被建议的事。 但我们让这位变态的老年人坐在那里， 而且他说了又说，他一直在说话。

他在说亵渎的事。 他在建议与性和性暗示有关的事， 这在我们家是绝不允许的。 他会讲

变态的故事，而我们的小孩就坐在那里听他说。 我们就让那位变态的老年人坐在那个角

落里。

 无论如何，这整件事就是这样发展的。 你知道，当我们来到圣经中时， 诗篇的作

家说，「某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 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吗？ 邪僻的事，我都不摆

在我眼前。（诗篇101:3）

 世界的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台电视机！ 实际上，可能要四台电视机。 世界的

观念无法理解那些没有电视机的人。 无法理解你没有有线电视， 或者你的电视机没有天

线， 或者你可能只会去看你所精心挑选的DVD。 这是世界完全无法理解的。 就让这（电

视里的垃圾）都流进来吧。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的祖父母家；他们年纪上八十了。 我把我的家人带入了后面的

一个卧室里。 我就清楚表明，我们不会待在外面有电视机开着的地方， 哪怕他们要坚

持。最终，我的祖母意识到了。 我的祖母就会坐在那里，说这样的话， 她会说，“哦，这

不友善。” 你知道吗，这难道不像是让那人待在你家的角落里吗？ 他就坐在那里讲变态的

事情。 你绝不会允许一个人走进来说那些事。 你会说：先生，请你离开我的家。

 然而，世界的观念是：让垃圾跑进来。

 我的意思是，我们知道世界的观念。 世界，像我们上次所讲的， 私欲，眼目的情



欲，眼目的私欲， 这些就是世俗私欲的一种燃料。

 美；世界如何看待美？ 我不认为世界对真理的看法是一个谜。 世界如何看待真

理？ 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真理。 也许你记得保罗华许曾说过， 当你在寻求真理时，人

们会敬佩你。 世界不能容忍你说什么？ 我找到了真理。

 耶稣基督说，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约翰福音8:37） 这里有真理！

而且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6） 世界说这里没有绝对的真理。 基督说，我

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6） 你一旦说这里有一个真理时， 你就会直接与世界对立。

 We meet a guy at campus today, claimed to be a Christian, 我们今天在校园里遇见

了一个人，他自称是基督徒， but as soon as we started saying ìThere is truth,î 但是我们

一旦开始说这里有一个真理时， 他马上说，每个人的解释都不同， 这就是所有这些教派

存在的原因， 因为没有人真正拥有真理，没有人真正知道真理是什么， 没有人能阐释真

理。 在外面可能只有一个教会知道真理是什么。 但你知道，我们是谁？他说到， 浸信会

只有五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不可能有真理。 它不可能来自于我们。 这就是世界的看

法。这是世界的观念。

 我们尝试去告诉他，就在此真理中， 耶稣说，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

（马太福音7:22） 意思是，很多的宗教人士没有真理， 他们并不被基督所认识。 他们活

在错误之中。

 我说，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我们有人，甚至在我们的教会中， 他们在那里，之

后他们开始回到了他们的罪中， 他们对真理想要去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他们想去妥协

真理。 他们立刻想说，主权不是真的。 那不是真的。

 让我们这么说，世界想如何去对待基督？ 就像我说的，世界对一切事物都有看法

， 而且我向你保证，他们对基督有看法。

 如果你总结起来， 你若把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天主教和无神论 全部包起来

，整个世界，整个撒旦的体系， 你来到根源，世界是如何对待基督的？ 把他钉十字架！

毁灭他！（马可福音14:13） 不论世界如何对待基督，他们想去毁灭圣经里的基督，去把

他瓦解。 说基督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位。 把基督变成其他人，但我们无法容忍基督！ 把

他钉十字架！杀掉他！毁灭他！ 人若能彻底毁灭基督，人会去这么做。

 这就是世界的日程事项。 所以你知道世界做什么吗？ 世界想要犯罪。 记住，这被

私欲所带领。对吗？ 这被情欲所带领。 你知道吗？你无法舒适地去生活， 与这样一位说



要去审判人的基督， 而且（他说）淫乱的，奸淫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 和一

切这些放荡私欲的人都要下地狱。（哥林多前书6:910） 基督是众人的审判官， 他是那

日将审判活人死人的。（提摩太后书4:1）

 人无法容忍基督。 所以你知道我们会去做什么吗？ 我们做为自然人的私欲和情欲

要求我们去做什么？ 重新定位基督。 在我迷失时，我就是这么做的。 圣经说如果我相信

他...我不知道其它的那些事， 但只要相信他就足够了。 任何关于悔改，或去行天父的旨

意（的事）， 你说你认识他，你却不遵守他的诫命，那么你是虚谎的。 我不知道这些。

我不想去知道这些！ 它只说去相信。我相信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但你看，这圣经。 你看，世界对信心的看法是，只要相信就行。 而圣经说，不对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2:17） 信心若没有义就完全不是信心。 （若没

有）变卖一切所有的信心， （若没有）一个相信基督比其它一切更宝贵的信心， 你就不

能作他的门徒。（路加福音14:33） 你看，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世界说，信心就是只是相信而已。 基督，他不是... 基本上，请跟我一起思考，你

知道这个世界相信什么吗？ 耶稣是马槽里的一个婴孩。 哦，世界不爱圣诞节吗？ 一个多

么无害的基督啊。 当你来到审判的白色大宝座时， 当你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时，

人子要在荣耀里降临，而且要向那些人发怒复仇， 人没有读过吗？ 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

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路加福音19:27）

 这就是圣经里的那位基督，这是人无法容忍的。 世界里的人无法容忍。 世界的宗

教是：神可以被服侍， 你可以赢得上天堂的路。 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3:10，12） 连一个义人也没有。 他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64:6）

 你看，世界的观念都在乎这些事。 我们要把我们心念顺服基督。 我们的生活需要

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跟随我们的私欲。

 弟兄们，这很重要。 你需要问你自己，你为何如此行事？ 你为何如此思想？ 你需

要去问你自己， 我这么做是否是因为我看到神的话有如此说， 我看到这是根据神的旨意

， 尽我的所知，我看这是为了神的荣耀？

 因为我要告诉你， 你若被其它的欲望和其它的情欲所带领，你最好要十分小心。

这些私欲寻求去毁灭你的灵魂，它们会争战。 如果你所过的生活，你所做的决定，你穿

着的方式， 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参与的舞会，你生活的目的， 你对待金钱的方式，你对

待性的方式，你对待异性的方式， 你对待婚姻的方式，你对待罪的方式，你对待基督的



方式， 你对待宗教的方式... 这些若不是根据神的话语， 弟兄们，这是一场征战；征战就

在这里进行。

 我们需要思想意念顺服基督， 而不是顺服我们的情欲。 这是关键；它们会争战，

这些世俗私欲会争战。 世界寻求来改变我们。 我们务要抵制被改变。 弟兄们，你要靠真

理来抵制，靠看到事物的本质， 靠被圣经的原则带领，靠寻求事物正确的价值， 看待事

物要以基督看待事物的方式， 以圣经看待事物的方式，以神看待事物的方式来看待他们

，

 我可以保证，一切世界所尊贵的事物， 是神所抵制的。一切神所尊贵的事物，是

世界所抵制的。 有谁知道哪节耶稣所说的经文听上去与这相似？ 是什么？ 人所尊贵的是

神看为可憎恶的。（路加福音16:15）

 弟兄们，世界是可憎恶的。 你想要与世俗体系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 弟兄们请

听，被（世界）改变是与神为敌。 这两个水火不容。 你不能服侍金钱又服侍神，他们完

全相悖。

 毫无质疑，还有很多其它我们可以注意的领域。 你们有没有想到任何世界有看法

的大的方面，而我没有提到的？ 世界对一切事物的看法绝对与神的看法相违背。 记下

来。

 这就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的原因了， 因为他们截然相反。 你让我看世界对

任何事物的看法， 而神的看法会完全相反。

 弟兄们，就像我之前讲的， 我们生活的空气几乎被世俗所浸满。 你在网络上被此

攻击， 在电视，电影，广告牌，收音机和你的手机上（被攻击）。 它无处不在。

 弟兄们，我要告诉你，没有别的可以替代， 要时常活在神的话语中，白天，晚

上。 我们要成为生活在圣经中的男人和女人。 这就是真理。 这个世俗体系是建立在谎言

之上。它全是谎言。 它寻求去用谎言来毁灭人。

 那些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私欲， 它们被称为迷惑人的私欲，因为它们总在撒谎。

你知道它不是真的。 不论一个人的私欲在寻求什么， 最终都是谎言；它从来不会给予它

所应许你的。 世界给予的一切都是一个谎言， 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 你去看躺在棺

材里的死尸，然后你才意识到， 这全是一个谎言。

 我要你去做的事就是去思考。请去思考！ 你为何如此行事？ 你为何如此穿着？ 你

为何戴你的首饰？ 你为何如此使用你的金钱？ 你为何如此使用你的时间？ 你为何看你所



看的电视节目，或是电影，或是上电脑？ 你为何做你在电脑上所做的事？

 对这一切，你是否有荣耀神的理由？ 你是否活在此信心中，相信“我所做的是在荣

耀神，” 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14:23）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

，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

 你要成为会思考的人。 不要因为在学校的其他人这么做，你就跟着去做。 不要因

为在工作的其他人这么做，你就跟着去做。 世俗体系把我们完全包围了。 你如此行是否

是因为你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此根据？ 别无出路。

 你的动机是否是被迷惑人的私欲，世俗的私欲， 与你肉体和你灵魂争战的私欲所

带领？ 你的动机是被这些私欲所带领， 还是被想去讨神喜悦的渴望所带领？ 这些是我们

需要去问自己的。

 动机是什么？ 我如此穿着是因为我想引起那个男生的注意。 我希望你能看到你的

动机是什么。 圣经说，你若想引起男生的注意， 那种你该去引起注意的男生， 女士们，

你要追求去拥有一颗温柔安静的心，去知道圣经。 这是彼得前书三章所说的。

 我说，年轻的男人们， 如果你为了得到女士的注意去锻炼身体， 你去锻炼身体为

了看上去高大健壮， 看上去与世界里的人一样... 现在看，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如果它

帮助你自律， 它帮助你感到更舒服，让你在一天中没有那么累， 你可以有更少的睡眠，

而且整体让你感觉更好， 可以这么去做。 但它是否是被敬虔的因素所带领？

 我们的穿着... 你如此穿着是因为你想要去荣耀神吗？ 你是否给予？你使用你金钱

的方式是否荣耀神？ 你使用你金钱的背后动机是什么？

 你若要作出一个选择：是否要拥有一台电视机？ 我知道有电视机的基督徒，我也

知道没有电视机的基督徒。 你的动机何在？你想要成就什么？

 你什么时候吃饭？为什么你的饮食方式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喝酒？如果你说， 圣

经里允许我去喝含酒精的饮料。 你需要去问你自己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这么做？ 如此

做的动机是否荣耀神？ 如果你行事使一个弟兄跌倒，而且你当着他们的面如此做， 这不

荣耀神。 如果吃或喝使你的弟兄跌倒，你要禁戒这些。

 为什么我们做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是否有努力把人赢向基督？ 戴德生穿着像中国

人是为了赢得中国人。而且他做到了！ 保罗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好叫他救

些人。 无论如何，他总要救些人！

 你看，当你被爱心所驱使时， 当你被一个为了去救他们的渴望所驱使时， 当你被



为了去有长进的渴望所驱使时， 当你被为了去变得更虔诚的渴望所驱使时， 当你被为了

去变得更谦卑，更加懂得圣经的渴望所驱使时， 当你被为了不让弟兄姊妹跌倒的渴望所

驱使时， 看看这动机！

 与你只想娱乐的动机相比。 你做你所做的是因为你想去玩乐。 你做的所做的是因

为你想去享受。 你做的所做的是因为你想去满足这些欲望。 这是十分的危险。

 请听，这些与你的灵魂争战。 人们经常在这场征战中失去他们的灵魂。 靠神的恩

典，靠神的力量，靠神的大能， 要常在基督里，并寻求去活出正确的动机， 去让你的思

想生活， 让你的动机时刻顺服基督。 要顺服基督，被爱心所带领、引导并激发。 让爱来

掌控你的生命。 让对神的爱和对他人的爱成为你的动机。 不是私欲，而是爱！

 愿神帮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