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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不与世界为友(雅 4:1-17) 
 

吕振中译本 ESV MSG 

1你们中间争战从哪儿来，斗殴从哪
儿来呢？岂不是从那在你们肢体中
交战的宴乐欲而来的么？2你们贪欲
而无所有，你们就杀人；你们切求
(与『妒忌』一词同字) 而不能得，你
们就斗殴争战。你们得不着，因为
你们不求。3你们求而无所得，因为
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
中。4变节的人哪(希腊文作∶淫妇
阿)！岂不知与世界为友、就是与上
帝为敌么？所以凡想要做世界朋友
的，就把自己立为上帝之仇敌了。 5

「上帝切慕他所安置在我们里面居
住的灵、至于狂热」你们想这一句
经是空说的么？6不，他还赐更大的
恩呢；故此经上说∶「上帝敌挡狂
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7所以
你们要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魔鬼
就逃避你们。8你们亲近上帝，上帝
就亲近你们。罪人哪，洁净你们的
手吧；心怀二意的人哪，使你们的
心清洁吧。9你们要愁苦，要哀恸，
要哭泣。让你们的喜笑变为哀恸
吧；你们的喜乐变意气销沉吧！10你
们要在主面前自己谦卑，主就使你
们升高。11弟兄们，别彼此毁谤了。
毁谤弟兄或论断弟兄的、就是毁谤
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者，而是论断者审
判者了，12只有一位是立法者是论断
者，就是能救人能灭人的那一位。
你是谁，你这论断邻舍的？13来，如
今请注意！你们说∶「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往某某城，在那里度一年，
作生意赚钱」，14然而明天的事你们
还不知道呢！你们的生命怎么样
呢？你们简直是水气，出现少时，
随后就不见了。15你们倒应当说∶
「若是主的旨意，我们就会活着，
就可以作这事或那事」。16如今呢、
你们竟拿自己所矜夸的来夸口阿！
这样的夸口都是恶的。17所以人若知
道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在他就是
罪了。 

Warning Against Worldliness 
1What causes quarrels and what causes 
fights among you? Is it not this, that 
your passions are at war within 
you?  2You desire and do not have, so 
you murder. You covet and cannot 
obtain, so you fight and quarrel. You do 
not have, because you do not ask. 3You 
ask and do not receive, because you 
ask wrongly, to spend it on your 
passions. 4You adulterous people! Do 
you not know that friendship with the 
world is enmity with God? Therefore 
whoever wishes to be a friend of the 
world makes himself an enemy of 
God. 5Or do you suppose it is to no 
purpose that the Scripture says, “He 
yearns jealously over the spirit that he 
has made to dwell in us”? 6But he gives 
more grace. Therefore it says, “God 
opposes the proud,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7Submit yourselves therefore 
to God. Resist the devil, and he will flee 
from you. 8Draw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draw near to you. Cleanse your 
hands, you sinners, and purify your 
hearts, you double-minded. 9Be 
wretched and mourn and weep. Let your 
laughter be turned to mourning and your 
joy to gloom. 10Humble yourselves 
before the Lord, and he will exalt you. 
11Do not speak evil against one another, 
brothers. The one who speaks against a 
brother or judges his brother, speaks evil 
against the law and judges the law. But 
if you judge the law, you are not a doer 
of the law but a judge. 12There is 
only one lawgiver and judge, he who is 
able to save and to destroy. But who are 
you to judge your neighbor? 

Boasting About Tomorrow 
13Come now, you who say, “Today or 
tomorrow we will go into such and such 
a town and spend a year there and trade 
and make a profit”—14yet you do not 
know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 What is 
your life? For you are a mist that 
appears for a little time and then 
vanishes.15Instead you ought to say, “If 
the Lord wills, we will live and do this 
or that.” 16As it is,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ce. All such boasting is evil.17So 
whoever know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fails to do it, for him it is sin. 

 

Get Serious 
1Where do you think all these appalling wars 
and quarrels come from? Do you think they 
just happen? Think again. They come about 
because you want your own way, and fight for 
it deep inside yourselves. 2You lust for what 
you don’t have and are willing to kill to get it. 
You want what isn’t yours and will risk 
violence to get your hands on it. 3And why 
not? Because you know you’d be asking for 
what you have no right to. You’re spoiled 
children, each wanting your own way. 
4You’re cheating on God. If all you want is 
your own way, flirting with the world every 
chance you get, you end up enemies of God 
and his way. 5And do you suppose God 
doesn’t care? The proverb has it that "he’s a 
fiercely jealous lover." 6And what he gives in 
love is far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you’ll 
find. It’s common knowledge that "God goes 
against the willful proud; God gives grace to 
the willing humble." 
7So let God work his will in you. Yell a loud 
no to the Devil and watch him scamper. 8Say 
a quiet yes to God and he’ll be there in no 
time. Quit dabbling in sin. Purify your inner 
life. Quit playing the field. 9Hit bottom, and 
cry your eyes out. The fun and games are 
over. Get serious, really serious. 10Get down 
on your knees before the Master; it’s the only 
way you’ll get on your feet. 
11Don’t bad-mouth each other, friends. It’s 
God’s Word, his Message, his Royal Rule, 
that takes a beating in that kind of talk. 
You’re supposed to be honoring the Message, 
not writing graffiti all over it. 12God is in 
charge of deciding human destiny.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to meddle in the destiny of 
others?  

Nothing but a Wisp of Fog 
13And now I have a word for you who brashly 
announce, "Today-at the latest, tomorrow-
we’re off to such and such a city for the year. 
We’re going to start a business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14You do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tomorrow. You’re nothing but a wisp of 
fog, catching a brief bit of sun before 
disappearing. 15Instead, make it a habit to say, 
"If the Master wills it and we’re still alive, 
we’ll do this or that." 
16As it is, you are full of your grandiose 
selves. All such vaunting self-importance is 
evil. 17In fact, if you know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don’t do it, that, for you, is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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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1.  能不冲突不争执的秘诀(4:1-10) 

2. 不可论断自己的弟兄姊妹(4:11-12) 

3. 生命短暂狂傲自夸害己无益(4:13-17) 

观察、解释、应用﹕ 

能 不冲突不争执的秘诀(4:1-10) 

1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争执是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 2你们贪恋，

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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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

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 5经上说：“上帝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

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你们以为这话是徒然的吗？ 6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正如经上说：“上帝抵挡骄傲

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 

7所以，要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 8要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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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欢笑变为悲

哀，欢乐变为愁闷。 10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 

冲突争执有些什么不同的表现？（参考雅3:14-16）口角、谩骂、侮辱、动手、大打出手、动武、伤人等

等。是什么因素造成冲突争执的呢？是从里面开始，以个人来讲，是从肉体的私欲开始。动肉体而不再

随从圣灵就出毛病。以教会来讲，是教会不同的成员各持己见（也是动肉体），就好象哥林多教会的结

党纷争一样。私欲没有受控制会产生什么不好的结果？私欲如果不被控制，一直贪得无厌的后果就可能

是杀害别人。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因为嫉妒而想去争夺、起冲突。自己为什么没有？因为没有把

自己的需要先带到神面前求（参考太 7:7-11）。为什么有时就是求神还是一样得不着呢？因为我们的所

求并不套神的喜悦，并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享受而已（参考太6:24、33）。这些只知

道满足自己的私欲享受的人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淫乱的人」。这种人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贪图

这世界上的享受而与世俗为友！与世界为友的人就是神的敌人！神的敌人还有另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

骄傲自大、自我中心。 

你我出生时已经在什么环境中？已经在这黑暗世界的环境中了。不知不觉就受到这个世界环境风气的影

响。譬如想要好房子、车子、工作、地位等等，很可能都是受亲朋好友、邻居社会的影响。此外我们的

身体一出生就在这个世界里面，爱世界上的一切是很自然的结果。如果我们冷静思考神的心意，会发觉

许多方面很可能并不是神所乐意的。所以当我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约壹 2:15）。神

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指谁？是指圣灵，祂也是神。圣灵会使得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对神的事工十分的

敏锐。神是忌邪的神、要我们专一的爱祂（出 20:3-6, 34:12-17; 申 4:24, 5:7-10, 6:15; 书24:19; 鸿

1:2），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是不是远离神了，也会提醒我们是不是已经太沉醉在自己所喜悦的事工中！

虽然是神的事工，如果出发点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这般自私的原因，一样不会讨神的喜悦。因此我们应当

经常检讨自己的心态、出发点正不正确。 

「 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箴3:34）」「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

卑。（箴18:12）」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书中有许多谦卑人与狂傲人的对比。什么是谦卑？是不是无我？

完全的舍己？英文谦卑的翻译有：humble (humility), meek, lowly，是自己拥有却不炫耀自高自大，仍

愿意接纳别人的看法意见、对别人十分的尊重、继续不断好学上进自觉不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真

理却是绝对不妥协的，就好象主耶稣清除圣殿中的买卖、使徒保罗责背彼得虽然与外邦人吃饭却看到犹

太人而装假。主耶稣与使徒保罗都是谦卑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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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自己爱神？从孩子怎么表达爱父母可以体会。孩子对父母表达爱就会讨父母喜悦，顺从父母的

要求、教导。同样，我们要讨神喜悦就要顺从圣经的教导、遵行神的吩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要

远离撒旦！包括这世界上一切的试探如物质生活方面的试探、时间上的使用会不会浪费在电视面前太

多？是不是不知不觉在追求自己的名利上转牛角尖？自己怎么与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祷告生活是形

式还是享受？读经与祷告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了吗？常常能够以经文作你的祷文吗？ 

另外与神亲近的要素是悔改认罪。认罪悔改的彻底性导致我们良心的透彻明亮度。清心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得见神。（太 5:8）认罪悔改不仅仅是表现出来外在的行为（要清洁你们的手），也包括内心

的心思意念（要清洁你们的心！）。不要以为内心想的神不知道！虽然内心想的与实际表现出来的行动

不一致，神还是看内心。如何成为圣洁、作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就先要彻底认罪悔改、从忧伤痛悔

开始！大卫王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是因为他对认罪悔改的彻底！大卫的诗歌提到忧伤痛悔的心神必

不轻看。（诗 51:17）當一个人彻底认罪悔改之后，身心灵全然得到神的赦免而成为圣洁蒙神悦纳。这与

自己是不是谦卑，承认自己有许多缺点，与神的标准相差还甚远有关。如果完全认知自己的软弱不全而

愿意更加仰望交托给全能的神，那么神的大能就彰显在这样软弱的肢体上。 

思想：自己有没有与人冲突争执过？回想是些什么缘故引起的呢？什么是私欲？与合理的需要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也曾犯过不先向神求的毛病？是否有求神给你更多的时间、精力、钱财、恩赐、爱心等等？如果你

曾向神求可是并没有得着，回想可能是什么原因？譬如求更多的时间、精力、钱财但并没有得着，会不会

是因为动机不对？不是为神国的事而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怎么知道自己是「妄求」而不是合神心意的祈求？

这世界是属于谁的？你是站在神的那边？还是与世界为友？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谦卑」？你学习的态度

如何？上过多少成人主日学？主日聚会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到了聚会的场地没有？你怎么知道你爱神？与

什么比较？子女？工作？嗜好？爱神的表现是什么？你觉得如何抵挡魔鬼最有果效？是不是不同的人可

能有不大相同的办法？ 

应用：自己在哪一方面的私欲最不容易控制？请订定短期、中期、长期计划能够有效地改善、看到果效。

觉得自己对圣经仍不够清楚认识吗？请参加星期天的成人主日学。自己与神的亲密度如何？是不是经常祷

告？有没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不可论断自己的弟兄姊妹(4:11-12) 

11弟兄们，不可彼此诋毁。诋毁弟兄或评断弟兄的人，就是诋毁律法，评断律法；你若评断律法，就不

是遵行律法，而是评断者了。 12立法者和审判者只有一位；他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你是谁，

竟敢评断你的邻舍！ 

前一段经文与这一段经文开始有什么不同？这一段经文的开头有「弟兄们」的称呼而前一段经文却没

有。不过对象还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前一段经文的严肃性、严重性更高！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口舌上的检

点。提醒教导的对象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既然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应当如何对待？哥林多教会是一

个不好的榜样，因为他们结党纷争造成教会的混乱（林前 1:10-17）。使徒保罗特别提醒他们是互为肢体

而合成同一个身体，所以应当是彼此扶持、互相帮助而一起成长。这段经文也提醒主内弟兄姊妹不可以

彼此批评论断(参太7:1-5)！这是恶意而不是善意想帮助人的建议。如果是善意想帮助人的建议可采用主

耶稣的教导（太 18:15-17）。此外新约圣经中多处地方教导教会肢体彼此顺服的真理（加5:13; 弗5:21; 

腓2:3），就好象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完全顺服在天父的指引之下。这里的批评论断是恶意败坏、使人

受到伤害的作用。这样的人等于不服圣经的教导而公然地与圣经作对。今日所谓的「教会」中就有许多

不服圣经而扭曲圣经的教导，如同性恋是神所接纳的理念。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三而一的真神。

天父差遣独生爱子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要作审判的工作，

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要好好款待主内的弟兄姊妹，也要对邻居有生命的见证，

好让他们认识主耶稣进而接受主耶稣而不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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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你是否在潜意识中觉得主内的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是同为一体的？是不是在心态上有骨肉之情愿意随

时随地支持帮助？你在什么时候、状况下对主内的弟兄姊妹会内心产生不平衡的波动？回想起来有什么好

办法可以去除内心的不平衡？ 

应用：回想自己一次批评教会其他弟兄姊妹的经验，当下次同样的情况发生时怎么防止心中的不平？ 

生命短暂狂傲自夸害己无益(4:13-17) 

13注意！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 14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

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15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

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 16现今你们竟然狂傲自夸；凡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恶的。 17所

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里是不是教导我们不要计划？不是的，我们还是当好好计划。只是在每次的计划前要先好好祷告，寻

求神的心意，因为神是掌管明天的主。只有祂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是全能全智全在的神。这里说

话的人应当是商人，所以提到的是作生意买卖的事，而且不是短时间而是一年之久，也就是需要长期的

计划。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生命是什么？是一片云雾，马上就消失无影无踪。也就是说就是已经信主耶稣

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存留的时间也还是非常的短暂。什么是不短暂永远被纪念的呢？那就是顺着

神的心意而活，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以为主作荣耀的见证为优先。那么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被主接纳而

有价值的。 

有些人因为不知明天如何而会今天狂欢醉酒，荒废天天的生活。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作为。或者自以为

可以掌控将来而狂傲自夸、目空一切。不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而把自己当作神一样，所以是邪恶不

当的作为。我们应当归荣耀给神，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赞美、称颂、感谢神，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 

思想：如果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对你现今的生活会有些什么影响？你觉得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有意义

吗？有些什么意义？看过传道书没有？你的生命是不是好象传道书中所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如

果不是的话，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你对世界上最近发生的大灾害，哪一个印象最深刻？对你有些什么作

用？有没有经历到一件事，令你觉得自己实在了不起，而想多多让别人知道？后来怎么样克服这个自夸的

念头？在你日常生活中，有些什么会令你忧虑烦恼甚至睡不着觉？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多多行善，不灰

心不气馁？ 

应用：这一、两个星期做一件你可以做的善事，譬如打电话关怀自己团契的成员，或者做义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