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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十八 14 - 24
第三十二課第三十二課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14 巴比倫哪，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

你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也從你中間毀滅，

決不能再見了。

15 販賣這些貨物、藉著她發了財的客商，

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的站著哭泣悲哀，說：

16 「哀哉！哀哉！這大城啊，素常穿著細麻、紫色、

朱紅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寶石，和珍珠為妝飾。

17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處去的，並眾水手，

連所有靠海為業的，都遠遠的站著，

18 看見燒她的煙，就喊著說：「有何城能比這大城呢？」

啟十八 14 - 24
第三十二課第三十二課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19 他們又把塵土撒在頭上，哭泣悲哀，喊著說：

「哀哉！哀哉！這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寶成了富足！

他在一時之間就成了荒場！」

20 天哪，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啊，

你們都要因她歡喜，

因為神已經在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

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

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裡，說：

「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

決不能再見了。」

啟十八 14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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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聲音，

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

各行手藝人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

推磨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

23 燈光在你中間決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

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

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

24 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

都在這城裡看見了。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巴比倫的焦點 ─ 金銀財寶名聲地位，世俗化，

就變成惡者最後迷惑人、最精彩、最重要的工具。

這個工具在舊約一再一再的出現，

以色列人最大的危機 ─

主人上帝被他們的心中推下寶座，進入世俗化。

士師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 ─

迦南化，墮落敗壞，

掉入了外邦的泥沼裡不能自拔。

以色列人迦南化最後的結果，

四百年士師的黑暗！

世俗化讓以色列人，離開神進入黑暗。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聯合王國所羅門王墮落的原因就是世俗化，

地位、金錢、色情，離開神的道，

所羅門死後，國家分成兩半、相繼被擄。

被擄之後的百姓歸回以後，

仍然沒有脫離世俗化的誘惑，讓哈該、

以斯拉、尼希米，這些先知大為懊惱。

在新約世俗化是教會的危機，

哥林多教會

一到四章 結黨

五到八章 色情、淫亂、敗壞、離婚離婚

八到十章 拜偶像

包括整個敬拜、靈恩的問題…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世俗化成為信徒的敵人最重要的原因，

丹麥哲學家其克果的話：

世俗化最重要精彩的地方 ─

將人的焦點從永生轉到今生，

迷惑人在短暫的價格裡找永恆

誤導人將瑪門推到人心中的寶座

耶穌把金錢「位格化」，成為瑪門，

你可能跟上帝之外有一個勁敵 ─ 瑪門，

你不能又拜上帝又拜瑪門。

世俗化誤導人，將瑪門推到人心中的寶座。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時代周刊的記者問王明道說：你擔心什麼；

他說：「我不擔心家庭教會受逼迫，

我被主接走以後最擔心的 ─

教會被世俗化侵襲。」

十八章進入十九章，人間墮落最高潮 ─ 巴比倫的傾倒。

惡者所用最高潮的地方 ─世俗化！

它有兩個特質，幫助我們了解世俗化的輓歌。



‧視短暫價格為永恆價值‧看中價格的會失去永恆的價值

老底嘉教會以為我什麼都有啦，

我不需要信仰、我是富足、我發了財，

有紡織工業、煉金術、醫學中心。

沒有想到耶穌說：

三17-18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

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

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老底嘉教會以為富有了，

沒有想到富足最後結果是缺乏。

七個教會最被責備的是最富有的教會，沒有一句稱讚。一句稱讚。

‧視短暫價格為永恆價值‧看中價格的會失去永恆的價值

普世二十一世紀最大的特徵就是世俗化，

用巴比倫墮落的高峰來作代表，

自高自大、把短暫的價格，當做是永恆的價值。

17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

以金錢為神的，將受金錢如魔鬼般的整治、控制！

越富有的地方越被責備！

在台灣，幾十年的富有，台灣錢淹腳目、驕傲、 自大，

窮到只剩下錢，在金銀財寶裡面去找上帝、、找瑪門找瑪門。。

十八9-13 金銀財寶、珍珠細麻布、紫色料…
這些就變成他的神。

十八世紀英國小說之父菲爾丁：

‧視短暫價格為永恆價值‧看中價格的會失去永恆的價值

你所擁有的其實是短暫的，但人視短暫價格為永恆，

以為有錢能夠使鬼推磨，卻不知道錢重要、錢是中性。

如果你是很好的企業家，

就為主的緣故讓你的企業能夠為上帝來用，

如企業家支援衛斯理的事奉。

錢不是一切
買不到買 買不到買床

時鐘
血
書
食物
化粧品
房子

藥品
奢華
刺激
陶醉
武器
廟堂
肉體

睡眠
時間
生命
智慧
胃口
青春美麗
家庭

健康
文化
喜樂平安
赦罪
和平
天堂
愛情

‧視短暫價格為永恆價值‧看中價格的會失去永恆的價值

順境難、逆境難，由順境進入逆境更難。鄭板橋 ─

學習史懷哲 ─ 拿了四個博士、到非洲成為宣教士的醫生

世界上的金銀財寶，其實那不是永恆，那是個幌子。

世俗化的特徵，就是 ─ 發了財啦，

沒有想到世界上華美的物件最後會毀壞，

帶不走的、最後都歸為無有

使人單單注目過眼雲煙的價格，

被迷惑進入這陷阱的人，越陷越深很難拔出

If you own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ot give away,
如果你擁有一些你給不出去的

You don't own it, 你沒有擁有它
It owns you. 你被擁有、被控制



‧視短暫價格為永恆價值‧看中價格的會失去永恆的價值

路加福音十六章那個財主 ─ 沒有永恆觀，

他要去住永遠的陰間，苦！

陰間隔著，進得去出不來。

他從來沒有想到 ─ 要去的陰間永恆要住了，

卻沒有投上一毛錢來做投資。

人越有錢就越近視、越有錢就越瞎眼。

聖經絕對沒有反對金錢，講到很有錢的人，

上帝是樂意施恩給人的神

祂樂意把百般的恩賜賜給你

但是如果把錢當作一切的話，

沒有真誠的朋友，金錢最能介紹虛偽的朋友

進入拜金、世俗化，失去永恆觀

‧視短暫價格為永恆價值‧看中價格的會失去永恆的價值

詩十六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財富往往跟靈性成反比

越有財富不一定要高興，瑪門來霸佔你、那是個那是個鉤鉤啊！啊！

一個傳道人的見證…

「錢越賺越多賺到怕了」，

他發覺這是鉤，會鉤人離開神去拜瑪門。

十八16-19 「哀哉！哀哉！這大城啊，素常穿著細麻、紫色、

朱紅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寶石，和珍珠為妝飾。

一時之間，這麼大的富厚就歸於無有了。」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處去的，

就把塵土灑在頭上哭泣悲哀喊著說：

「哀哉！哀哉！這大城啊，他在一時之間就成了荒場！」

‧視短暫價格為永恆價值‧看中價格的會失去永恆的價值

以為價格是價值，最後卻發覺失去了價值。

21-23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

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裡，說：「巴比倫大城

也必這樣猛力的被扔下去，決不能再見了。」

沒有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聲音

手藝、推磨的聲音、家庭生活不見了

燈光不見了、新郎新娘的快樂不見了

客商、地上的富有、尊貴不見了

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

要做一個分別為聖的人，

在世俗化當中可能受逼迫，因為看價值超過價格。

20 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啊，你們都要

因她歡喜，因為神已經在她身上伸了你們的冤。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1. 不要讓福音世俗化

不要傳美化的福音，

卻不是純正的福音

不要傳動聽的福音，

成功哲學 ─ 信耶穌一定蒙福

不要傳扭曲的福音，把福音捲進文化、金銀財寶，

那不就等於人間廟裡面的偶像嗎？

2. 教會更不應當世俗化、

教會的事奉不要世俗化

人家怎麼做、世界怎麼墮落，

要有神學的反思 ─ 回到聖經



世俗化的輓歌世俗化的輓歌

法國大革命之後，亨利十六的家族通通被殺，

準備殺最後一個太子的時候…
就找一個女的，用髒話、各樣方式，

要讓他墮落敗壞，王子不回應，原因呢？

「我完全不跟說你相同的話，因為我是王子！」

基督徒也是如此，我們是屬神的，

不被巴比倫所淫亂、做一個分別為聖的人。

3. 生活不要世俗化 ─ 你要跟他們做分別，

做一個單純簡潔、分別為聖的生活

把該奉獻的錢拿出來，更多的奉獻更多的人

4. 講台不要世俗化 ─ 要從聖經來

禱告禱告
天父，

幫助我們

從世界當中分別出來，

做一個仰望你的人、

清心的人、

跟從的人。

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