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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題目: 活出信心                作者：潘趙任君 

 

作者: 从历史记錄, 生平性格, 用语, 猶太味道等各方面看, 雅各书的作者指向初期耶路撒冷

教会领袖, 耶稣兄弟雅各. 

 

对象 1:1 给“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 十二个支派泛指各地猶太人. 

 

历史背景: 社会贫富懸殊. (1:9-11, 2:1-7, 5:1-6). 教会世俗化 (4:4), 苦难中渴望主再來, (5:7-8) 

 

内容与宗旨: 

 

(1) 坚固在试煉中的猶太基督徒. 

(2) 澄清时人对因信称义教义的误解, 强调真实的信心是与行为相称的信心. 

(3) 传授实用智慧, 有明显的猶太味道和实践性意义, 劝导信徒在神与世界中作明智的选

择. 

(4) 末世教义包括: 天国(2:5), 審判(2:12, 13; 3:1; 5:1-6), 主再来(5:8)   

 

特色: 以教牧口吻劝诫, 每講论往往以“我的弟兄们”开首; 全书结構鬆散, 文理此起彼落, 

不易分段, 被称为新约的箴言书, 多有登山宝训和旧约的引述和比喻, 为配合题材本资料将

以内容长短分五曰内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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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經文: 1:1-17      

題目: 试煉与试探, 信心与智慧 

身为主兄弟的雅各以主耶穌基督(弥赛亚)的仆人自称, 并屢次以弟兄称呼收信人. 他认为试

煉能叫人灵命成长,智慧能导人明白神心意, 坚信不疑, 忍受试煉, 胜过试探, 这是神的赏赐. 

 

思考問題 

1: 1-4     分題: 信心经试煉得以完備 

Q1: 在 2-4 节中, 信心的试煉与 v.3 试验指的是什么? 请举例说明. 为什么要以此为大喜乐? 

Q2: 试煉能产生什么成果? 属灵生命的成长或完備必须经历试煉, 你同意吗?(参彼前 1:6, 7, 

罗 5:3-4)      

 

提示: v. 2 试煉与 v.3 试验都是指外在苦难带来的磨煉, 如金艮在熔爐中被浄化的过程, 都使

我们的信心可籍此得以完備. 故此要以此为大喜乐. 

 

1: 5-8  分題: 慿信求智慧不疑惑. 

Q3: 为什么要求智慧? 

提示: 智慧在旧约中佔重要地位,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有属灵智慧的人洞察神的心意

知道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中, 接受从神来的试煉. 

Q4: 信心与疑惑有什么互动的关系?, 是信心出问题, 还是理性上的问题? 心怌二意的人指的

是什么?  

提示: 信心与疑惑在此是相对的, 指信仰上有疑惑, 没有诚意, 经常动摇. 

心怌二意的人(v. 8)是指不是全心信靠的人, 申 6:5, 太 22:37 要求我们“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 非半心, 半性, 半意. 

Q5: 比较 v.5 中缺少智慧的人与 v.6-8 节中疑惑与心怌二意的人, 神对两种人有奐然不同的

待遇? 你对此有何感想? 

 

1:9-11  分題: 卑微的升高, 富足的降卑. 

Q6: 这段里有什么讽刺性的对比? 你如何理解卑微的升高, 富足的降卑都该喜乐? 你认同这

种价值观嗎? 

提示: 在当代的环境中, 卑微者指谦卑贫穹的受压者, 他们不靠财物只靠神;  而富足者是压

制穹人的富户, 他们目中无神, 所倚靠的是自己的财物. 

 

1:12-17  分題: 神试煉人, 试探卻来自私慾.  

Q7: 试探 (v.13-15)与试煉/试验(v. 12)有何分别? 如何从来源与果效上分辨? 

试用该隐杀亚伯(創 4)的例子来解讀 1:14-15. 

Q8: 试从这段经文归纳出如何忍受试煉胜过试探的方法. 

提示: 认识神全善的本性和人墮落后的罪性可以帮助我们应付试煉, 胜过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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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2 节的 “得生命的冠冕”含象征性意义, 是神赐给试煉中至死忠心者的荣誉. 试煉来

自神, 能结好果 ; 但 v. 13-15 的试探来自私慾, 一旦成熟结果就生出死来. 所以 v. 16-18 縂括

说出美善全備果效都是从神来的, 因为祂爱我们(v.12), 这爱永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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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經文: 1:18-2:13 

題目: 听道与行道, 虔诚与虚假 

基督徒既是神按祂旨意用真道生出了来的, 就当行在真道上, 不单听道也要行道, 操練真虔

诚, 不以外貌取人.  

思考問題 

1:18-21  分題: 让真道生根结果 

Q1: 真道指什麼(v.21 下)? 真道是谁栽种的? 如何成长? 如何结果?  

Q2: 人要用什态度回应才能让真道生根结果? (v.19, 21) 

Q3: 人敌挡真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捻讨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v.20). 

 

1:22-25    分題: 听道与行道 

Q4: 为何听道不行道是欺哄自己? 作者用什么来比喻? (v. 22-24)？请自问听道之后有无行为

上的改变? 

Q5: 为什么作者称律法为“全備”,“使人自由的律法”(1:25, 2:12)? 在新约中这律法对基

督徒的意义是什么?  

提示: 作为一个归顺福音的猶太人, 雅各所言的“律法”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律法, 在此

“律法”(nomos)虽然也含有旧约律法的意思, 卻也与上文使人灵魂得救的“真道”认同; 

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天国”(太 5:20);  新约的水准並

不低于旧约, 但在新约底下主耶稣的救恩把我们在定罪的律法中释放出来得真自由, 所以这

全備的律法成为使人自由的律法. 

 

1:26-2:13   分題: 真虔诚, 不按外貌待人 

Q6: 作者如何对比真虔诚和假虔诚? 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1:26-27)  

Q7: 不按外貌待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2:5-8) 

提示: 外表贫穹的, 内心富足; 外表富足的, 在对人对神的德行上贫穹. 

Q8: 找出作者对律法的两种看法: 

提示: 

1. 凡犯律法中的一条就犯全律法. (2:10) 

2. 律法審判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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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經文: 雅各書 2:14-3:18  

題目: 信心与行为, 言语与智慧  

有行为的信心是雅各書的前提重奌, 作者在这段中用辯论的方式来讨论这议题. 他並非与保

罗的因信称义唱反调, 反而是紏正当代人对保罗神学的误解. 

思考問題 

2:14-26    分題: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Q1. 畄意“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子出现三次,  把这议题分成三小段, 作者从三方面辯

证, 试找出这三分段及其辯证重奌. 

提示:  架構分析. v.14-17 行为是信心的表现, v.18-20 行为就是信心的证据. v.21-26. 行为是成

全信心的例证. 

Q2. 雅各对“信心”与“行为”的定义是否异乎保罗? 二作者的先后次序是否有别? 你如何

在“信心”与“行为”之间取得平行? 

 

3:1-12    分題: 制伏舌头, 话语无过 

Q3: 作者用了那几个正反面的譬喻, 他要说明的是什么? 

Q4: 请列举出经文中两个有关话语的教训(v.1-2, 9-10)並自我反省. 

提示: 作人师傅的特别要小心言语, 小小的舌头如嚼环, 如舵, 如火, 影响重大; 卻难以制伏, 

若能控制就能调动全身. 所以要小心不随便作判断, 话语反映人的属灵光景, 要考慮话语的

一致性. 

 

3:13-18   分題: 追求上头来的智慧  

Q5: 智慧与温柔(meekness)与善行(good life)有何关連?  

Q6: 比较上头来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有何不同的来源, 表现与结果? 捻讨你的智慧属于那种. 

(v.14-18)  

Q7: 试例举圣经中具有真智慧与假智慧的两个人物? 从中领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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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經文: 雅各書 4:1-17 

題目: 世俗与私慾, 论断与誇口  

4:1-12 接 3:14,15 再談嫉妒纷争. 处世之道在乎谦卑亲近神, 把一切判断与计划都放在神手

里, 

 

思考問題 

4:1-10     分題: 不与世俗为友  

Q1: 1-6 节追踪 3:16 弟兄姐妹中争鬥的来源, 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提示: 贪恋生嫉妒, 嫉妒生争鬥, 这一切都不出于神的灵, 而是与世俗为友, 贪爱世界的结果.   

Q2: 这段用正反面教训我们: 消極方面要防備什么? 遠离什么? 抵挡什么? 積極方面要如何

对神 (v.7,8)? 如何看自己(v. 6,10)? 如何对付罪(v.8,9)? 

提示: v.5 有几种解释: (1)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豈不是)深爱(我们)以致嫉妒(我们移情

别恋去爱世俗)么? (2)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豈是(叫我们)恋爱(世界)至于(生) 嫉妒? 

Q3: 你个人在生活上要怎样把这些教训付诸行动? 试列举具体行动. 

 

4:11-12    分題: 不论断人  

Q4: 批评和论断与上文的争鬥(v.1,2)和骄傲(v.6) 有何关連?  

Q5: 判断人的是什么? 设立律法的是谁? 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 

提示: 判断人的是律法, 设立律法的是神; 利 19:16-18 说论断人就是不行律法, 不尊重律法, 

这就是论断律法.  

 

4:13-17    分題: 不张狂誇口  

Q6: 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什么? 是自我中心或者是以神旨为念? v. 13-15 是不是叫我们不

用为未来策划? 

Q7: “交讬”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自信与信靠神是不是有衝突? 

Q8: v.16 张狂誇口与上文的自我和自信态度有何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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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經文: 雅各書 5:1-20 

題目: 财势与报应, 忍耐与祷告  

這章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1-6)控诉财主的罪行, 宣告他们的报应, 第二段(7-12)劝人忍耐等

待将来的審判, 最后第三段(13-20)勉励弟兄间要彼此扶持.  

 

思考問題 

5:1-6 分題: 恃财欺人的报应 

Q1: 列举财主的罪行和报应. 为什么雅各与信徒讨论非信主的富人的问题? 

Q2: 富足不是罪, 恃财欺人才是罪,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5:7-12 分題: 忍耐等待審判 

Q3: v. 7-11 “忍耐”出现几次? 忍耐等待什么? 

Q4: 要用什么心态忍耐等待? 有什么圣经前例可循? 

Q5: v.12 为什么说不可起誓? 圣经教训不可起誓有何精意? 与上文有何关連? 

提示: 圣经並非禁止起誓的仪式, 活在现代社会有时免不了起誓的仪式,  雅各書的教训是本

于太 5:34-37 基督的山上宝训, 主旨是要我们作个诚实人, 无须靠起誓来支持諾言. 这段 

“免…審判”是連于上文 v.9, v.12. 

  

5:13-20    分題: 弟兄间要彼此扶持 

Q6: 畄意第 13 與 19 节有什么相同的句子把两段連接起来? 可见整段内容有何連繋?  

Q7: 列举 13-18 节有关祷告的词语. 按方式和性質分, 有那几种祷吿? 

提示: 受苦: 祷告, 生病, 抹油祷告, 信心祷告, 认罪, 代求, 义人祷告, 懇切祷告.  

Q8: 祷吿能生什么功效? 你相信吗? 你曾经历过哪些? 

Q9: v.19, 20 指的是那种人? 信徒还是非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