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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給了我們。在這一個恩膏底下，憑著簡單的信心，我們來支取，願恩

加拉太書第六章 14 節：「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

膏在今天是加倍地臨到我們。願我們每一個人都遇見祢，主阿，讓我們

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的生命有改變、有永遠的價值，我們乃是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尊名，阿

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們！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 31 節：「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
出去。」

世俗化就是愛世界的表現

約翰一書第五章 19 節：「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
惡者手下。」

我想這個時候，我們每個弟兄姊妹應該知道這次大會的主題是：
「達

以弗所書第六章第 10～13 節：「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

到神永遠的旨意藉著十字架」
。我的責任這一次要交通的乃是指著十字架

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

與世界，前一講我開始講到這一個非常重要具有戰略性的題目，在原文

魔鬼的詭計。因為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

裏面有兩個字，英文的聖經把它翻譯成世界，第一字是“kosmos＂這個

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

字，乃是指著這一個整個的物質宇宙，在整個宇宙裏頭的每件事，他的

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

美麗和所有住在裏面的；第二個字是“aio’n＂，這個字乃是指著時間的

站立得住。」

一個持續的範圍，有些時候翻譯成世代、時代。我不用再把前講重複，

約翰壹書第二章 15～17 節：「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

不然我們就沒辦法講下去了。

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祂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

但是至於認識這個世界，我覺得值得把它講得清楚，現在我要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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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問題，然後靠著神的恩典，我們把這個問題的答案找出來：
「什麼叫做

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世俗化？」在基督徒中間最大的疾病就是世俗化，這一個就讓我們的靈
命僵化，變成死亡。本來我們的靈命應該長大、強壯、剛強，可是剛好

禱告

相反變得軟弱，不單單軟弱，甚至造成我們變成神仇敵手中的工具。到

親愛的主，我們何等地感謝祢今天晚上再一次來到祢自己的面前，

底這個世俗化是什麼？保羅說：
「基督釘十字架就我來講，世界已經釘在

我們要在祢面前向祢承認，離開了祢，我們不能做任何有永遠的價值的

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講，我保羅已釘在十字架上。」什麼是世界化？世

事情，我們可以講很多的道理，把很多的大綱列出來，但是也是虛空。

俗化？什麼是一個屬世界的基督徒？簡單講就是愛世界。不是指著愛罪

我們需要聖靈的恩膏全然地澆灌在我們裏頭，否則都是虛空的虛空，祢

人說的，乃是指著愛這個物質的世界說的。

已經把這樣的恩膏賞給我們了。為講道的、翻譯的與每一位聽道的，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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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靈在執政掌權的那個領域裏。這不是神話故事，這是絕對的真理。今
天有許多所謂神的工作因著世界而僵化了。同樣，有許多所謂的教會，

今天神兒女的光景就是在那裏愛世界，約翰直接了當地說，
「不要愛

今天也是不能動。今天的教會已經跟世界任何的俱樂部一樣了，說不上

世界，也不要愛世界其上的事，人若愛世界，愛父的心就不在你們裏面

她是基督的身體，她已經不再是跟那一位在父神寶座右邊的有一個聯

了。」我前講提到雅各有這樣一句話說：
「你們這些淫亂的人哪，你們愛

合，表現不出來基督的能力與祂的榮耀。相反的，我們所看見的是邪惡

世界就是與神為敵。」所以當我們世俗化的時候，我們跟神無形中就成

的、虛偽、分裂、鬥爭、嫉妒、野心，你把這一切都能夠追溯到世俗化

為仇敵，豈不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這是一個嚴厲的真理，我

這件事情上。

們聽到的時候，讓我們覺得不舒服，但這是一個絕對的真理。你沒有辦
法又愛這個世界，同時又想愛主，如果我們愛世界與其中所有的事物，

世界的性格

我們愛父的心就不能在我們裏面，這裏的問題是我們對基督的委身。
世界的靈基本是什麼呢？約翰把它說得很直接了當，就是肉體的情

我們常常把這個世俗化當作是一個外表的現象：
「醉酒、抽煙、服裝、

慾、眼目的情慾、然後就是今生的虛榮誇口，這樣就把整個世界的靈說

電視、報紙、小說……」我可以講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只是表面現象，

清楚了。神起初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是美好的，但是我前面介紹到從撒

但是這不是世俗化的核心。我們看羅馬書第一章 29～32 節：「裝滿了各

但的墮落，天使的墮落，然後人類墮落，就在整個的世界產生了巨大的

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

變化。從那一天起，撒但就被稱為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就是撒但，他的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

這個名稱是公認的。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子就是撒但本人。然後在約翰

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他

的書信裏面他再清楚地講：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但是這個世界卻臥

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

在那惡者的手下。」我們這些基督徒卻好像那個木馬一樣，什麼攔阻我

喜歡別人去行。」這個清單就把這個世界的特徵形容出來了，這些性格

們基督徒跟我們的主聯合在一起，而造成我們跟這個世界聯合了呢？我

就是這個世界的性格。我們不應當覺得詫異，這裏就是講到撒但的特點，

們常常有一個錯覺認為：
「這個世界沒有什麼問題啊，我得救了，這個世

與那些墮落的天使，這些性格就是屬世的性格。你看這個世界的歷史，

界沒有得救，不是從神來的，我想我可以來處理世界的問題。」

充滿了這種邪惡，是一個到處都是，也看到微小的地方也是。從大的帝

我們不是講到處理世界的問題，我現在講的是我們在無形中跟世界

國，而且有許多的主義把幾百萬的人捆在這裏頭。到一個家庭，到每一

結婚了。所以雅各才會用這個詞：「你們淫亂的人哪」，你們是蒙召與主

個個人，就在這個原則下生活。可能我們有人會對我說：
「弟兄啊，你為

聯合的人，但是你卻把你自已跟另一個人聯合了。這是嚴重的問題，這

什麼講這個事，因為我們是基督徒啦！」你剛剛形容的應該是那些不信

裏面有魔鬼的問題，這裏面有邪靈的問題，因為這是黑暗世界那個掌權

的世界，你不應該是形容基督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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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在世界裡乃是玩火自焚

認識世界的真面目
看看歌羅西書的第三章 5～10 節，你看到十字架與世界：
「所以要治

我們有些時候年輕，我們想我們一輩子只能年輕一次，你就把所有

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

的限制除掉，就放縱自己，你只有年輕一次。但是這裏有一個仇敵，是

與拜偶像一樣。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當你們在這些

這樣的詭詐，他在開始的時候，好像不關痛癢地引著你走，到了有一天，

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

你就被他逮到了，最後，你被他捆綁，把你僵化，你就變成一偽裝的人，

惱恨，忿怒，惡毒，譭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

就帶了一個面具，但是面具後面就是世界。如果你讀報紙就是愛世界的

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你看，這一段聖經是保羅

話，那我很愛世界。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離這邊不遠，我就在他們

對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說的，是對一個活生生的主的教會說的。我們讀

的退修會講道。那一群人到了一個地步，居然連甘迺迪總統被暗殺的事

到這個清單的時候，我們有人認為：
「哦，這些罪跟基督徒應該一點關係

情都不知道。他們不聽收音機，當然不要講電視，他們完全跟這個世界

也沒有，也跟教會沒有關係，也跟神的福音沒有關係。」但是，我的年

脫節了，但是世界卻在他們裏面。當然我今天晚上的講話並不是要你們

齡已經夠長，我在這些事情上都看過了。今天，我們許多基督徒的生活

天天讀報紙，但是你要讀，更要好好讀主的話；也不是鼓勵你看電視，

是一個帶著面具的生活，我們躲在一個面具的後頭，我們有嫉妒，我們

你應該是耶路撒冷城牆的守望者，我並不是這樣子來要求你，我們剛剛

叛逆，我們分爭，我們有許多的野心。這些都在基督徒裏頭，雅各書第

講的這一些事情是它的表面，我們要看的是它這個事情的根源，真正的

三章 13～16 節：「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

原因。

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你們心裏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就不可自

我蒙恩的時候，我所在的那個團體，是一個非常與世有劃清界線的，

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

你穿、要穿得整整齊齊，有扣的絕對要扣齊，也沒有人穿著很短很短的

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在何處有嫉妒分爭，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

裙子，我們都要規規矩矩穿衣服：我們絕對禁止看電影，不准到戲院，

樣的壞事。」他這些話是對基督徒說的話，是對一個真的教會說的，是

我們不准聽古典音樂，也不准去看球賽，但是他們認為看網球可以。那

對著做福音的工的傳道人說的，這是我們每個人應當面對的。什麼是世

我跟我姐姐兩個人當年就在這樣的團體裏。沒有任何的酒精，不要談抽

俗化？世俗化的重點就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

煙，不准化妝，如果姊妹塗了口紅，大家眼睛都要注目相看。我們的傳

如果我們沒有對付這個罪，那麼這個罪就要蔓延開來，你不能夠玩火而

道人就會叫這些塗口紅的姊妹是那個郵箱女郎，郵政局信筒。這就是我

不被火燒到，非常簡單的道理。

當年所在的團體。那裡有很多的基督徒，愛主，從心裏面唱詩，但是沒
有人察覺其實裏面充滿世俗化。我在的是一個浸信會，有很多的聚會，
在聚會裏面公然吵架。我這個年輕的弟兄看這些年長的弟兄在公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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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讓我的信心完全垮臺。我現在與世界分別為聖，但是卻看到世界

我活著，不再是我，是基督在我裏頭，我如今活著，乃是信祂的兒子而

在我們教會裏面表演起來了。什麼是世俗化？就是被這個世界的靈摸到

活，祂愛我，為我捨命，這是何等的福音！生命，豐富的生命，是一個

了，世俗化的危機乃是在這裏，不光是弟兄，不光是姊妹，當你世俗化

湧流的生命，復活的生命，帶著能力的生命。都從這句話開始的：
「我與

的時候，你開了一個門給邪靈進來。讓我再說一次，你不能夠玩火而不

基督同釘十字架」
。你常常在想，哦！我應該被釘十字架，但是你永遠釘

被火燒到。

不了，你這方法不靈，你這樣幹的話，就是一個宗教。苦待已身，這是
靠著私意敬拜神，這不是道路。

在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事實上對付世界

在聖靈的啟示裡接受與主同死的事實

那麼，到底使徒們告訴我們要治死你們身體的惡行，這句話什麼意
思？治死你們在這個世界、在地上的肢體，他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我

我給你們一個比方，這裏我有一本聖經，裏面有書籤，這個聖經如

們的肉體並這個世界要經過十字架的破碎。懂嗎？保羅說：「就我而論，

果是基督，這個書籤就是你。神預知你要得救，在祂的預知裏，祂把你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論，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那我應

放在基督裏，那現在看這本聖經看得到書籤嗎？你看不到書籤，你看得

該做什麼？你可以嘗嘗怎樣可以把自己釘死，可是你這樣去嘗試的時

到聖經。因為這就是神在基督裏看你。注意看，如果我把聖經放在這個

候，你會非常痛苦。因為我試過，好幾年我都這樣做，你怎麼釘自己十

講臺上，那書籤在哪裡？在聖經裏，但是你看不見。只是剛剛你看到我

字架？你拿一把斧頭，最先先把你腳釘上十字架，然後，把你左手釘上

把書籤放在聖經裏，所以，這個書籤當然也在講臺上。若是我把它拿走，

十字架，那你右手怎麼辦？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釘自己上十字架。你試

我把聖經放在鋼琴上，那麼，請問書籤在哪裡？在聖經裏，但是你看不

試看。當你這樣做，就變成一個宗教，就變成一個很重的重擔，就變成

見。那麼，發生在這本聖經所經歷的歷史，也就是這個小書籤所經歷的

一個黑暗的勢力，在這裏找不到生命，更找不到復活的生命，你只是一

歷史。本來這個聖經在講臺上，後來放在鋼琴上，那個書籤從講臺搬到

個宗教而已，這是一個基督教。在剛剛我們念的加拉太書第二章 20 節：

鋼琴。神把你放在基督裏，當基督上十字架，你也上十字架，這是歷史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的事實，跟你的感覺無關。當基督死了，你也死了。祂不但為你死，祂

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

也代表你死。我們永遠不知道如何治死自己身體的惡行，除非你先認識

我捨己。」你注意這句話，這裏講到一個生命的問題，是屬靈的生命、

基督死的時候，你已經同祂同釘十字架。我們沒有辦法來對付愛世界的

永遠的生命、復活的生命。聽！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然而，我活

問題，是辦不到的，除非我們經過基督來對付世界。所以，聖經才會說：

著，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乃是在一個新的管理體系裏頭。

「藉著聖靈，我們才能夠治死身體的惡行。」我們沒有辦法離開聖靈而

就是這樣簡單，是一個新的管理系統。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然而，

能夠認識基督的死，只有當聖靈開我們心中的眼睛的時候才有這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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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聖靈把這個與基督同死的真理啟示給我們，把我們照亮，突然看見

我們常常在圖畫上、電視上看到這種圖畫，耶穌背著一個十架，這

祂死的時候，我也死了。你認識這件事，你就可以計算了。不是叫你相

個圖畫是不準確的。真實的情況，釘十字架的人的那十字架，它是已經

信。以前，我認識有位弟兄，他常常捏自己、掐自己，啊！我痛了，所

插在刑場上，放在那裏是一根柱子，有些時候是一段樹的主幹，有的時

以我就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了。但是，你看他怎麼生活？哦！我就很懷疑

候是活的樹，或者一棵死的樹，這個主幹是已經擺在刑場上的。那麼主

了，他乃是用心思來控制物質，這是屬於基督教科學那種東西。你有個

耶穌講這段背十字架的話，那時候，門徒與群眾都懂得，他們都看過這

頭痛，你對自己自我麻醉，對自己說：
「我沒有頭痛，我沒有頭痛，我絕

個景觀幾千次了。兵丁在犯人前面，兵丁叫：「讓開，讓開。」後面就是

對沒有頭痛。」這個是自我麻醉，這個不是聖經所說的信心。信心乃是

這個受刑犯，他的頸子上掛了一個牌子，判死刑的原因寫在這個牌子上。

神賜的，乃是你看見，承認那個永遠的事實。

他就背著一個十字架的橫樑，他就一步一步地朝向刑場而走。你看到這
個就懂，你就知道，當基督死的時候，你也死了，不是你把你自己釘死

背十字架的實際就是放棄自己

的。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權利都放棄，這是一個基督徒能夠做的最基
本的事，這一步也就靠著聖靈才做得到。每一個人最基本的本能是自己

你能夠把你的身體治死，只有當你真正看見基督死的時候，你已經

保護自己。你可以放棄你的權利，拿起你這個十字架的橫樑。這樣，你

與祂同死。在聖經中馬可福音第八章 34 節：「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

就懂保羅在哥林多後書說：「在我們身上有死的宣判」。我們不能再對自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在這兩個跟從中，跟從、跟從，這兩

己有信心，我們乃是信那叫死人復活的神，我們乃是走向這個刑場，我

個動詞，讓我跟從祂，在這兩個跟從中間有什麼？如果有人要跟從我，

們是沒有辦法釘自己的十字架。

讓他捨已，這個就讓我們從世界出來；讓我用另外一個方法表達，讓他
放棄他所有的權利，因為今天基督徒的難處，就是我們有自己的主權，

十字架的具體實行

我有權意思是說我的自我有它的權利。今天我們所活在的這個世界都是
講權，女權、衛生的小嬰孩權、甚至有講植物權、動物權、魚權，每一

那現在問題是，你怎麼釘十字架呢？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但是

件事都有它的權。除了男人以外，這個年頭還沒有人講男人權。有人談

現在怎樣實行呢？怎麼發生的呢？你不用擔心，神會有辦法去執行。你

女權，談到樹權，講到生態平衡各樣的權。求權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能，

身邊最親愛的那一位就會幫你執行了，可能是你的丈夫，也可能是你的

我不讓任何人踩在我的頭上，沒有人能夠限制我的自由，所以不要歧視

妻子，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雇員，或者是你的老闆。如果這些人

我，我有我的權利，我有我的雄心，我有從樓梯越爬越高的權利。但要

都沒辦法做，教會的弟兄姊妹會做。總而言之，你逃不掉。跟從我的人

主說：
「若有人要跟從我……」這裏有個基本的要訣，讓他對自己的權利

放棄他自己的權利，拿起他的十字架的橫樑，接受死的宣判，剩下來的

全部放下來，背起十字架。

神就會替你負責。懂嗎？常常有弟兄妹妹來跟我們說：
「為什麼我遭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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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事？為什麼某弟兄某妹妹那麼困難？」而不是這樣說：「感謝讚美

祂就告訴我：
「不要走這條路啊！我要負你的全責。」今天我可以向大家

主！現在我死的機會終於臨到了。」這是我真的意思，這不是笑話，每

作見證，祂的的確確保守了我。我當然沒有辦法說，我當然不是說主欠

一次的死都是一個機會。有的人向神禱告：
「主阿，幫助我上十字架，幫

我什麼，我為祂放棄這一些，所以，祂要為我做許多許多的事。我把所

助我像一粒麥子掉在地裏死了。」但是當神給他安排環境，安排好讓他

謂人替我鋪好的這一條通天的路放棄了。那個牧師跟我說：
「如果你按這

死，他生氣了。

條我給你安排的路走，總有一天，你會成為開西聚會的主要講員。」我

世俗化，可能我們的年輕人覺得有一點世俗無傷大雅。你輕估了這
個世界的靈的厲害，牠藉著你一點的疏忽，牠可以一步一步，最後把你

那個時候十八九歲，那一天，我放棄這一切。這些年，我回頭看，主給
我一路的帶領、保守、祝福，我是一生都還不了這個債。

毀了。這裏有一句話很重要，下一講我還要更深入來講，這個世俗化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在這個世界沒有一件事情比跟隨主更有意義，

光景，可以毀掉你，也毀掉整個的教會，毀掉我們向神的事奉。我們可

若是祂不是成為你真正的主，你是沒有辦法跟隨祂。你不把你自己的權

能是靠聖靈入門，但是最後自己毀滅自己。開始的時候是向著神活的，

利完全地放棄，這條路你是走不下去的。你如果沒有準備好每天向自己

我們聽見神，看見神，跟隨神，如今卻變得沒有生命，變成一個紀念碑。

死，這條路你也不能走完。求主摸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我們每個人裏

我們都可以找到它最簡單的原因，保羅在哥林多後書第四章說：
「在我們

頭都被這個世界所充滿得太多太多了，連我自己包括在內，在我們每一

身上，總是帶著耶穌基督的死，使耶穌的生可以顯明在這個軟弱的身體

個人都到世界的裏頭，記住聖經的話說：「要治死你們在這地上的肢體，

上。」這句話就說出我們能夠對付這個世俗化的秘訣就在這句話裏頭。

讓基督的豐滿表現出來，讓那個復活的大能從這裏面出來，讓那個喜樂

今天在這個世俗化的問題，我們是什麼光景啊？你有沒有真正有意識地

從裏面出來。」在我嘴唇說的喜樂、笑容，我們對這一個人生的目標，

把你的主權放下來？你有沒有背起這個十字架的橫樑？除非你這樣做，

我們如果沒有這一切，我們講到死，又有什麼意義呢？我們講這個，就

你不可能跟隨基督。

是因為這個死的經歷才能夠帶我們進到神永遠旨意的目標裏頭去。

單純的跟隨基督

禱告
親愛的主阿，我們實在是一個可憐的材料，我們向祢承認，我們愛

我非常地感謝主，在我做基督徒的早年，就已經在這件事情上做下

世界，我們也愛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我們常常被綁在裏頭。不但外表是

重大的決定。這個代價是高的，我所在的那個教會的牧師看重了我，老

如此，我們在靈裏面也是如此。求祢赦免我們！求祢潔淨我們！帶我們

早替我安排好，要我去那個神學院，一步一步怎樣往前走。我感謝主，

到一個地步，像保羅能夠做同樣的見證，如今活著不再是我，就著世界

我沒有這樣做。但是在那個時候我決定了一件事情，我已經把我自己的

而論，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了，就我而論，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了。

主權放下了。我有了一個主人，我問了那一個主人：「我應該做什麼？」

我們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這樣的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