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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歸向神專一歸向神
雅各書雅各書：四1-10

1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

2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2 你們貪戀 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 又鬥毆爭戰 也不能得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3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原文是淫婦）哪 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 神為敵嗎？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原文是淫婦）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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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嗎？ 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嗎？

6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7 故此，你們要順服 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8 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8 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9 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

10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2

10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四1一開始雅各就提出兩個問題，點出了教會當中不良的光景，

而這個問題呢，恐怕不只雅各的時代有，就是現在恐怕還繼續的是依舊存在。而這個問題呢，恐怕不只雅各的時代有，就是現在恐怕還繼續的是依舊存在。

在這兩個問題的當中，它的後者等於是回答了前者，也就是說，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

兩個是問題，但是第二個問題等於是解答第一個問題。

雅各在這邊用了一個非常強烈的軍事用語：爭戰跟鬥毆，而爭戰、鬥毆

是拿來描述教會當中的衝突 而這些衝突表面上來看可能是跟話語有關是拿來描述教會當中的衝突，而這些衝突表面上來看可能是跟話語有關

也就是說可能大家意見、見解有歧異，但它的性質其實是屬靈的，

因為第一節講到私慾，百體中戰鬥之私慾

「私慾」指的是一種享樂的慾望，是從人內心深處所發出來的，並不是神所喜悅的。

當然，有人會問說：請問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有什麼錯嗎？

難道上帝要祂的兒女每一天都苦哈哈的嗎？當然不是。

這裡的問題是，這些私慾已經破壞了謙卑跟和平、自私自利已經打敗了智慧，

屬天的智慧，已經因著人私慾在掌權的緣故，或是說人屈服在私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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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天的智慧，已經因著人私慾在掌權的緣故，或是說人屈服在私慾之下，

它似乎無形之中放棄了屬天的智慧，而擁抱了那個屬地的智慧。

第四章開始所描述的，是一個有嚴重爭執，甚至表面似乎大家在一起，實則卻是

已經結黨分裂的教會，教會內部充滿了是嫉妒、自私的野心、謾罵、憤怒，已經結黨分裂的教會，教會內部充滿了是嫉妒、自私的野心、謾罵、憤怒，

甚至隨世俗的風氣而行，弊端連連。

其實雅各並沒有指出教會當中的特定的問題，他沒有講到底是淫亂呢？

或是說有人在什麼財務處理上出了狀況？

還是說有人在恩賜的展現或是恩賜的運用上面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他都沒有提什麼特定的問題，而是敘述教會當中不健康的一個狀態，甚至暗示，他都沒有提什麼特定的問題，而是敘述教會當中不健康的一個狀態，甚至暗示，

教會當中各種的衝突已經嚴重到一個地步，使得教會的發展停滯不前。

那請問教會裡面有哪些問題呢？那請問教會裡面有哪些問題呢？

這邊說「你們殺害嫉妒」，教會裡面有謀殺案件嗎？當然不是，

他所指的應該是跟主耶穌在登山寶訓太五21‐22指的

教會當中充滿了因為憤怒而生的咒詛跟謾罵。

出於私慾的享樂動機，很容易會讓人嫉妒別人所擁有的財富、地位、總總的特權，

而且經過微妙的轉化之後呢，它就會變成了對別人的批評跟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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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經過微妙的轉化之後呢，它就會變成了對別人的批評跟攻擊，

也就是那些損人卻不利己的那些話語，常常就會從人的口中出來。



第二個就是「貪戀」，想要的卻得不著…
十誡的最後一誡，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十誡的最後 誡，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不可以貪戀別人的房屋、妻子、兒女、僕婢…，別人所擁有的，不可以去貪戀。

而神的子民、自認為是屬神的，也就是說雅各提到的教會裡面的問題、光景…，
可見教會當中的人，連最起碼的誡命都沒有遵守，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

自私自利，甚至縱情享樂的態度、實質的狀況也好，

不僅影響肢體之間的關係，更是影響了我們跟神的關係。不僅影響肢體之間的關係，更是影響了我們跟神的關係。

雅各點出來第一個影響的是什麼：就是這個人的禱告生活—
會使得基督徒的禱告變得很不正常。接下去雅各告訴我們什麼？會使得基督徒的禱告變得很不正常 接下去雅各告訴我們什麼？

教會當中的禱告生活、或是說基督徒的禱告，出了什麼狀況、什麼問題呢？

1.「不求」，也就是輕忽禱告、不相信神垂聽禱告，而且凡事都想要

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去達成，忘記了神是各樣美善的恩賜、全備的賞賜的供應者。

2.維持禱告，當然他還繼續禱告，基督徒怎麼可能不禱告呢？

可是祈求的動機卻充滿了自私自利，完全的以自己的享樂為著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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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祈求的動機卻充滿了自私自利，完全的以自己的享樂為著眼點，

也就是求的內容不對，動機更是錯誤。

本來在禱告的事上，神給我們的恩典、給我們的應許是很寶貴的。

在登山寶訓主耶穌對於禱告的教導是什麼？太七7 主的應許是說：在登山寶訓主耶穌對於禱告的教導是什麼？太七7 主的應許是說：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所以你們要祈求，所以你們要尋找，所以你們要叩門。

一個是應許的陳述、另外一個呢就是針對這個應許所給我們的命令。

因為祈求就必得著，所以基督徒應該要祈求

因為應許裡面是尋找的就必尋見，所以基督徒應該要尋求明白神的心意因為應許裡面是尋找的就必尋見，所以基督徒應該要尋求明白神的心意

尋找，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尋求明白神的心意

叩門，可能你已經明白神的心意，可是你發現這個事情好像有攔阻，

好像那個門是關著的，那麼你就叩門，神的應許是說祂會為我們開門

雅四卻變成：求了，卻得不著。為什麼？因為不是求神賜智慧，

而是求的是要用在自己的宴樂當中，是為著享樂的目的在那裡祈求，

顯然動機上出了問題。以自我為中心的禱告，絕對不會為著他人的好處。

這樣子的禱告完全以自我為中心，根本不會顧及教會整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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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的禱告完全以自我為中心，根本不會顧及教會整體的利益，

那很顯然這樣子的禱告，神是不會垂聽的。

第二大段四4‐6「妥協的危害」。

對於這樣子狀況的人，也就是 1‐3教會裡面問題的時候，對於這樣子狀況的人，也就是 1‐3教會裡面問題的時候，

雅各在四4稱這些人是「淫亂的人」，所以看來違反第十誡的，

也就是說「不可貪婪」，這樣的人也很容易會違背第七誡

「不可姦淫」。沈溺於享樂的人，很快的就不再向神委身了。

在這裡所說的「淫亂」，應該可以包括身體的跟屬靈的，

但是看起來應該主要是指著「屬靈 的層面。但是看起來應該主要是指著「屬靈」的層面。

因為在聖經當中一貫的思想讓我們看到，

特別舊約就很明顯有這樣子的說明，

不專心信靠主，不事奉獨一的上帝，這樣子的狀況等於就是「拜偶像」，

也就是「犯了屬靈的淫亂」。

雅各在這些問題的描述上 是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呈現雅各在這些問題的描述上，是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呈現，

三14講到的嫉妒跟自私的野心

四1講到的是私慾跟宴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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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講到的是私慾跟宴樂

四4提到了是「世俗」

世俗 kosmos這個字就是「世界」，

在希臘文中「世界」有多層的意思，包括物質的世界、這世界上的人在希臘文中 世界」有多層的意思，包括物質的世界、這世界上的人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的時候它是指「世俗的價值觀」

在四4翻成世俗，應該是符合整個上下文所要表達的意思，

而世俗在雅各書裡面主要指的就是與神為敵的邪惡權勢，

「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了，沒有任何打折扣的餘地。

保羅跟約翰也同樣的提到這樣子的概念 譬如說保羅跟約翰也同樣的提到這樣子的概念，譬如說：

提後三4任意妄為 自高自大的人，同時也是愛宴樂、不愛神的人，

很顯然就是與世俗為友，而且與神為敵很顯然就是與世俗為友 而且與神為敵

約壹二15‐16不要愛世界，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那這個世界上的事或是說世俗，包含的是什麼？就是：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很特別，這些東西是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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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特別，這些東西是不能相容的，

這是我們一定要常常警戒，提醒我們。



為何不應當跟世俗為友呢？雅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渴望我們的心是專一的來歸向神、單單的屬於神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渴望我們的心是專一的來歸向神、單單的屬於神

出三十四14我們的耶和華上帝是忌邪的神。

英文翻成 Jealous，就是嫉妒，當然跟人的一種情緒反應並不相同

在那邊告訴我們的是：神要我們專一的敬拜祂，不可以事奉別的神，

那一位創造萬有並且掌管萬有的主宰，祂在我們身上當然有這樣的權柄。

保羅 也提到他對哥林多教會屬靈的期許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保羅林後十一3也提到他對哥林多教會屬靈的期許：「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

保羅有一個很深刻的認知，他說：我已經把你們許配給基督，像貞潔的童女一樣。保羅有 個很深刻的認知 他說：我已經把你們許配給基督 像貞潔的童女 樣

非常期待每一個基督徒都認識到：信靠主、跟隨主，是何等的需要專一！

人際關係當中最獨特、最親密的是夫妻的關係，許多人際關係其實可以分享的，

譬如說朋友、手足、同事、同學，通常都不會只有一個，

你可以有很多朋友，很多同事，很多同學；

可是只有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 是不容第三者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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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只有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是不容第三者介入的，

否則就會產生一種根本上的動搖跟傷害。

聖經也用很多的人際關係來比喻我們跟神的關係，譬如說…
「父子」，神是我們的父，祂是父親，我們是祂子女當中的一個。父子」，神是我們的父，祂是父親，我們是祂子女當中的一個。

「主僕」，祂是主、我們是僕人，所以我們應當順命，應當事奉，專心的來事奉祂；

主人可以有很多的僕人，可是僕人只有專一、只有一個主人，專一的來服事。

「朋友」，聖經裡面也用朋友來描述我們跟主之間的關係，

特別主耶穌說：「以後我要稱你們為朋友。」

為什麼？這是強調內心世界的分享 主樂意告訴我們為什麼？這是強調內心世界的分享，主樂意告訴我們，

祂的想法跟計畫，就好像朋友之間的分享一樣。

「夫妻」，也是聖經裡面用來比喻我們跟神的關係，」

強調的就是一個「專一的歸屬、彼此的委身」，

如果信靠主的人在這件事上跌倒的話，

神正等候要施恩給我們 要我們拋棄驕傲 謙卑認罪神正等候要施恩給我們，只要我們拋棄驕傲、謙卑認罪，

我們和神的關係是可以恢復的。

我們要感謝神，祂總是等候我們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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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感謝神 祂總是等候我們回頭

而浪子比喻當中那個「倚門望兒歸的父親」，正是我們「慈悲天父」的寫照。

四7‐10雅各對於「回歸向神」，這個步驟作了詳細的說明。

這裡面可以分成十點這裡面可以分成十點…
1.順服神。

2.抵擋魔鬼，也就是說：與神為友，就不再聽信跟聽從魔鬼了。

抵擋魔鬼，憑什麼？因為那在我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我們需要有這樣子的認識。在受洗的時候都會有問答，第一個問題就問說：

「你願意拒絕魔鬼並牠 切的權勢嗎？ 當然標準答案是「我願意「你願意拒絕魔鬼並牠一切的權勢嗎？」當然標準答案是「我願意」。

這當然跟雅各在第四章所說的抵擋魔鬼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3.親近神，也就是透過讀經、禱告、敬拜，親近神 也就是透過讀經 禱告 敬拜

因為這邊說「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到底是我們主動，還是神主動呢？

想 想回家的浪子 其實早 等想一想回家的浪子，父親其實早就在那裡等候他了，

表面上看，好像是這個浪子他清醒過來，

或是說他醒悟過來，他就回家，回到父的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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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說他醒悟過來 他就回家 回到父的懷中

其實父親早就已經在等他了。

4.潔淨你們的手。主要是指的說從有罪的行為回轉，

而且真正地悔改，承認自己有問題，而且願意採取行動。而且真正地悔改，承認自己有問題，而且願意採取行動。

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得罪人、就真誠的認罪、並且付代價、做必要的補償，

這是跟潔淨你們的手有關係，手通常喻表的是行動。

5.清潔你們的心。是講到內裡的狀態、要進行內在的更新，

不再剛硬，乃是向著神存溫柔的心；

不再以自我為中心 顧及他人的需要 顧到他人的事情不再以自我為中心，顧及他人的需要、顧到他人的事情…，

轉向神跟這些都有密切的關聯。

6.要愁苦、7.要悲哀、8.要哭泣，講起來好像很悲情，

但其實雅各在這邊描述到的是真實悔改，是應該要有情緒的反應。

很難想像一個人真的認為他做錯事情，但是他卻是嘻皮笑臉的在表達這些事，

這是很難讓人了解的 當然也是很難被接受的這是很難讓人了解的，當然也是很難被接受的。

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就跟珥二12可以對照來看：

你們應當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歸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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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應當要禁食 哭泣 悲哀 心歸向我

要撕裂心腸、不要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



9.將喜笑變為悲哀，

這個特質跟剛剛前面講的三點，是前後呼應：這個特質跟剛剛前面講的三點，是前後呼應：

如果這裡的喜笑是指的出於自大跟驕傲的話，

那當然喜笑變成悲哀、

也就是指離棄驕傲，並且真實的悔改。

10.要在主的面前自卑，

這裡的自卑當然不是指那種自我形象不佳的自卑這裡的自卑當然不是指那種自我形象不佳的自卑，

而是指承認自己的卑微跟渺小。

聖經裡面屬靈的原則永遠不會改變：

神抵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所以這裡的謙卑、當然也是應該發自內心，

不是那種虛假的 中說說而已不是那種虛假的、口中說說而已。

所以轉向神、是讓我們專一地歸向神的一個更新的步驟，

但願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可以常常在必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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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我們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可以常常在必要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屬靈上的調整，也有生活言行上的調整。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你的心總是在那裡等候。

主啊！你為我們預備了極大的恩典，主啊！你為我們預備了極大的恩典，

透過耶穌基督付上了極大的代價，

你渴望我們真的認識你，你渴望我們單單的來歸向你，你渴望我們真的認識你 你渴望我們單單的來歸向你

你渴望我們在跟隨你的事上，能夠專一的跟隨。

願主你的愛常常激勵我們，你的真理成為我們行路的標竿，願主你的愛常常激勵我們 你的真理成為我們行路的標竿

也願聖靈在所賜的力量當中，

我們可以更多的經歷到那成聖生活的寶貴，我們可 更多的經歷到那成聖生活的寶貴

引導我們成就主的工作。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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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