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0602_雅各书 – 分裂的心（第一部分 – 顺服） 

2019年 6月 2日 

 

《雅各书》 – “大喜乐” 

雅各 – 耶稣的兄弟和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的带领牧师。 

我们的愿望就是活得像耶稣···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将经历喜乐。 

 

今天 – 我们要谈谈欲望、贪心、以及一个分裂的心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祷告： 

财富与称赞，非我所倾意， 
惟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 

主，你，惟独你，居我心首位， 
诸天之君尊，你是我宝库。 

 

祷告 

 

读经 - 《雅各书》四章 1-10 节 

1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那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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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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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於嫉妒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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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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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你在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而且你知道，这些东西永远也不应该属于你。 
别人的配偶？ 

别人的财务状况？ 

别人的房子？ 

别人的身体？ 

别人的才华？ 

别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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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职业、别人的信仰、别人的假期···或别人的美丽？ 

你在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而且你知道，这些东西永远也不应该属于你。 
 

这就是贪心的意思。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展开交通的。 

 

这是一个欲望的时代！ 

 

Arcade Fire 乐队的歌曲《现在就要每一个东西》如此嘲笑我们的时代： 

（现在就要每一个东西！）我需要它 
（现在就要每一个东西！）我想要它 
（现在就要每一个东西！）没它我活不了 
 
这是一个欲望的时代。 

这是一个拥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的时代···如果我们有一张信用卡的话。 

这是一个我们赶上琼斯的时代。 

这是一个欲望的时代。 

 

今天：我们的现代市场营销技术教导我们不满足。 

我以为我的汽车、房子、配偶都很棒···直到有人把升级版给我们看。 

我怎么才能得到一个升级版？ 

我怎么才能用我现在拥有的···去换一个升级版？ 

 

U2乐队专辑 Zooropa 

我感觉麻木 – 太多还是不够。 
 

我们都知道升级版不会让我们满足，因为 – 太多还是不够。 

 

《大西洋》杂志文章 – 美国的多巴胺推动购物瘾 

消费主义在美国已经达到史上最高。2017年，我们花了 2.4亿在珠宝、手表、箱包、书
籍、和电话这样的商品上 – 是 2002年的两倍，而我们的人口仅比那时增加了 13%。这
还没算上每年每个美国人丢掉的 81磅衣服和纺织品，或我们每年一共丢掉的 2千 6百万
吨塑料，其中只有 9%被回收利用。 
 

亚马逊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更轻松 – 亚马逊可以短时间里帮我们解决沮丧。我们变得对多

巴胺冲动上瘾。 

多巴胺冲动 – 当我点击“下单”按钮的时候。 

多巴胺冲动 – 当我在邮件里收到推送广告的时候。 

 

你在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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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而且你知道，这些东西永远也不应该属于你。 
 

雅各会警告我们起贪心就是在敬拜假神··· 

起贪心就是在敬拜偶像。崇拜偶像···就会引到生命的破碎。 

 

好 – 让我们看经文： 

我们在 1到 10节上花两周时间。 

今天的重点：1-3节和 7-8节。 

下周：4-6 节和 8-10节。有点糊涂···没关系，跟着就好。 

 

读经 - 《雅各书》四章 1-2前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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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注意到了早期基督徒的争战。 

他们渴慕一些事物···但是那是他们不应该拥有的。 

这导致各种争战，甚至是斗殴。 

注意：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争战！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那里来的呢？ 

教会里的人贪恋彼此拥有的东西。“你们贪恋···” 

 

这直接违反了十诫！ 

 

《出埃及记》廿章 17节 

17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作为一个没有牛的城里人，在你为没有对牛的贪恋而庆幸之前···注意：这个命令完全

是关于思想和内心的。 

第七和第八条诫命全部是关于行为的。 

 

《出埃及记》廿章 14-15 节 

14不可奸淫。 
15不可偷盗。 
 

但是第十条诫命更进一步，说：奸淫和偷盗是一个人从内心开始的行为。 

行动是内心欲望的延伸。 

所以我们 - 深处 – 的什么地方在贪婪和恋慕那些不是我们的东西呢？ 

 

我们有生活嫉妒这么个说法 – 想要别人的生活。 

我们不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 而且这种不满足带来各种痛苦。 

 

我们对此有所了解是很重要的。这里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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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Rick Springfield 的歌“耶西的女孩儿”吧： 

耶西是个朋友 
我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不难定义的变化 
耶西交了个女朋友，而我想要让她成为我的女朋友 
（咱们不要唱合唱部分） 

你知道我盼望拥有耶西的女朋友。 
我盼望拥有耶西的女朋友。 
我到那儿可以找到那样的女人？ 
就像耶西的女朋友！ 
 

这实际上就是贪恋。 

它甚至对事情的本质都不加掩饰了···它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贪恋。 

对大部分人来讲 – 这第十条诫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罪了。 

我们不再把这看做是罪 – 它被当成正常了。 

贪婪是社会上可以接受的了。 

 

读经 - 《雅各书》四章 2后半节-3节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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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是在这么说：教会祷告错了。 

不是用词错了，而是祷告的动机错了。 

教会在把神当做自动售货机。 

神不是一个自动售货机。不是一个你可以踢、倾斜并且摇动自动售货机！ 

 

继续这样对待神是危险的··· 

万一神把我想要的每一样东西都给我了呢？就像一部自动售货机那样！ 

我的欲望之火永远不会熄灭！ 

如果我惦记我邻舍的房子···需要多久我会开始惦记另一个邻舍的房子？ 

如果我惦记我邻舍的配偶···需要多久我的眼目开始转向另一个邻舍的配偶？ 

如果我惦记赚我所盼望的更多的钱···需要多久我会觉得我需要再多一点？ 

爱的神盼望把我们从这个黑洞中拯救回来。 

祂盼望我们感到满足，并且为我们已经拥有的感恩。 

祂盼望我们知道如何祷告！如何祈求！ 

祂盼望我们能够这样祷告： 

 

财富与称赞，非我所倾意， 
惟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 

主，你，惟独你，居我心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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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之君尊，你是我宝库。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 

我如何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如何感到满足？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下周再来看其他几节···这节经文开始给

我们看见我们问题的答案了。 

 

读经 - 《雅各书》四章 7-8前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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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看看这三条命令：顺服神、抵挡魔鬼、亲近神。 

 

#1 – 顺服神（放手） 

顺服就是举起投降的白旗。 

顺服就是承认我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顺服是承认我道德的指南针彻底坏掉了。 

 

《耶利米书》十七章 9节 

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说“神，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对我是好的。我完全不知道我需要什
么。我来到你的主权和爱底下。教导我该如何渴慕。” 

神会将光明与清澈明晰赏赐给我们。 

基督徒不会试图通过倾听他人的欲望来认识一个人。基督徒顺服主，从神那里接受真理，
并活进真理里面去。 
 

现在来说，这在哪里发生的？我如何做到？ 

在基督徒的集体里！！生活小组、门徒小组、基督徒之间的友谊。 

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 我们去基督徒的集体，我们就内心的欲望彼此交通。我们彼此坦

诚。我们信任这一组扎根在神话语里的人会为我们祷告，并且会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耶稣给我们看见只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和假冒伪善： 

 

《马太福音》七章 3-5节 

3为甚麽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4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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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

刺。 

 

在基督徒的集体中我们经历在神面前的顺服。 

这些人似乎扎根在神的话语中，被圣灵充满的··· 

他们可以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贪恋背后罪的本质。 

当有在真理里爱我、关心我灵魂的人对我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面的时候，我最好顺

服 – 放手。 

 

#2 – 抵挡魔鬼 

耶稣非常清楚我们有个仇敌。我们魂的仇敌和控告者。 

牠来就是要偷盗、杀害和破坏。 

 

这个仇敌弄瞎了我们的心眼。 

这个仇敌在我们眼前放了一层幔子。 

这个仇敌撒谎 – 牠传讲不满足的道。所以你对于你所拥有的永远也不满足。 

当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所贪恋的东西时，这个仇敌让我们质疑神的良善。 

《创世记》三章 – 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说：“神岂是真说···” 

这个仇敌热爱引起我们对神良善的怀疑。 

 

但是 –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抵挡牠的时候，魔鬼要逃跑。 

就像一只癞皮狗，就像没有牙的恶霸。 

当我们抵挡牠的时候，牠就要逃跑。 

 

现在来说，这在哪里发生的？我如何做到？ 

在基督徒的集体里！！生活小组、门徒小组、基督徒之间的友谊。 

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魔鬼恨恶光。带着你的欲望来到光中，并接受祷告。彼此交通你被

什么样的贪欲诱惑。我们信任这一组扎根在神话语里的人会为我们祷告，并且会对我们的

生命说话。当你认罪的时候，当他们为你从贪欲中被救赎而祷告的时候···仇敌就会在

耶稣的名面前逃跑了。 

 

#3 – 亲近神 

只有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只有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什么是我们应该求的。 

只有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会改变成为着神想要的而祷告。 

我祷告的改变： 

我过去曾经为着得到一辆法拉利而祷告 – 现在我为邻居的疾病得医治而祷告。 

我过去曾经围着得到更大的房子（house）而祷告 – 现在我为着更大的家庭（house of 

God，神的大家庭）而热切祷告，让我的孩子们都爱耶稣。 

 



 7 

来亲近 – 这就是来“尝一尝，看一看”，神的确是良善···我就开始与祂心意一致

地祷告。 

 

撒该的故事：他来亲近神···神就来亲近他。 

撒该的意思就是纯洁 – 但是他是一个被痛恨的卖国贼！他是个税吏！ 

税吏将税收强制执行。 

他拥有豪华的生活方式！建立在穷人的身上！（他有奴隶、食物、装饰、大房子） 

他是个卖国贼 – 一个为罗马人工作的犹太人！ 

也许 – 在犹太会堂被他自己的犹太同胞赶了出来？ 

他是被痛恨的！他的贪恋带来了孤独。 

但是···他去看耶稣。他甚至爬上一棵树。 

耶稣说：我今天就去你家。 

今天就去你家。 
撒该想：“一个拉比想跟我一起吃饭？” 
餐桌交通···在犹太世界里，意味着接受和友谊。 
就在那时···我猜想撒该不仅看到了耶稣···突然之间他看到了自己的贪恋。 

多么一个美丽的悔改···没有定罪。 

生命开始勃勃生机！ 
 

《路加福音》十九章 8节 

8撒该站着对主说：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重点在这里： 

当撒该来亲近耶稣的时候 – 耶稣也亲近他 – 撒该看到了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见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当我们亲近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欲望被重新排序！就像撒该一样！ 

例子 – 在黑巧克力（85%）和牛奶巧克力之间选择。我不再贪图牛奶巧克力了！ 

例子 – 含糖咖啡饮料和好咖啡之间选择。 

你的欲望可以被重新排序。争战可以变容易一些。 

我们可以真的渴望那些好东西！！耶稣愿意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 

 

我们不是靠不做某些事来与诱惑争战··· 
我们靠更多渴慕其他事物来与诱惑争战！ 
来亲近耶稣 – 并开始渴慕祂的良善生命。 

 

James K.A. Smith在他的著作《你就是你所爱》中说： 

“耶稣是一个教师，祂不仅告诉我们的头脑，祂也塑造我们的爱慕。祂不满足于把一些新
的想法简单地放入我们的头脑，祂追求的是你想要的、你的爱慕、你的渴望。” 
 

耶稣想要你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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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渴慕你将自己渴慕的交给祂。 

耶稣喜悦为你心里的欲望重新排序。  

他今天就可以做 – 通过擘饼聚会。 

擘饼聚会是一个重塑我们爱慕的操练。 

擘饼聚会是耶稣来到我们家中···与我们一起吃喝。 

当他来与我们一起吃喝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祂自己。 

 

再一次：你在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渴慕哪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而且你知道，这些东西永远也不应该属于你。 
 

安静祷告（安静） - 放下你所贪恋的事物。 

你可以对谁说？向谁认罪？一同祷告？ 

记住 – 我们的心已经被耶稣的好消息所释放： 

在十字架上耶稣流出了宝血。 

在十字架上耶稣将祂的身体给了世人。 

好让我们可以尝一尝祂的生命···祂的新生命···祂恩典的生命、赦免的生命、怜悯

和自由的生命···那些会让我们终于尝到满足的滋味。 

因为你说： 

《约翰福音》六章 35节 

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擘饼聚会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23-26节 

23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24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有古卷：擘开）的，你们应当如此

行，为的是记念我。 

25饭後，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

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26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祝福： 

《希伯来书》十三章 5节 

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