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章 

雅各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雅各書作者。 
 指出雅各書的受書人。 
 舉出歌雅各的目的。 
 默寫雅各書的鑰節。 
 列出歌雅各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雅各 
 
對象：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信徒。  
 
目的：安慰凡因信仰受苦的信徒。  
 
鑰節：二 26 
 
生活和事奉原則：信心是行為的基礎。 
 
主要人物：雅各、亞伯拉罕、以撒、喇合、約伯、以利亞。 
 

大綱 
 
壹、 引言：一 1 
 甲、 由：雅各：上帝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一１ 
   給：散住十二支派的人：一１ 
 
弍、 受苦中的信心：一 1－18 
 甲、 受苦反應：喜樂：一 2 
 乙、 受苦的益處：一 3－4 
  一、 生忍耐：一 3 



  二、 成全完備：一 4 
  三、 毫無缺欠：一 4 
 丙、 受苦的正確反應：一 5 
  一、 從上帝而來的智慧：一 5 

a. 智慧的來源：上帝 
b. 智慧的獲取：藉禱告和信心 
c. 信心的需要：眾人 

二、 堅定不移的信心：一 6－7 
a. 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一 6 
b. 這樣的人不能從主那裡得著甚麼：一 7 

三、 專心：一 8 
四、 不管卑微或升高的正確反應：一 9－11 
 a . 卑微弟兄升高就當喜樂：一 9 
 b. 富足的降卑也當喜樂：一 10 

c. 這些生活境況只是暫時的，就像草上的花，不久淍謝： 
一 10－11 

 丁、 受苦的福氣：一 12 
  一、 忍受試探的人必得生命的冠冕 
 戊、 試探的源頭：一 13－18 
  一、 不是從上帝而來：一 13 

a. 上帝不能被惡試探：一 13 
b. 也不試探人：一 13 

二、 我們被試探：一 14－15 
a. 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一 14 
b. 私慾懷胎便生出罪來：一 15 
c. 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一 15 

三、 當明白：一 16－18 
a. 上帝只賜各樣美善的恩賜：一 17 
b. 上帝：一 17－18 

i) 眾光之父：一 17 
ii) 沒有改變：一 17 
iii) 無轉動影兒：一 17 
iv) 用真道生了我們：一 18 
v) 叫我們在祂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一 18 

 
叁、 行道：一 19－四 12 
 甲、 信心帶來改變：一 19－21 
  一、 我們要：一 19－20 



a. 快快聽：一 19 
b. 慢慢說：一 19 
c. 慢慢動怒：一 19－20 

二、 我們要脫去的：一 21 
a. 污穢 
b. 盈餘的邪惡 

三、 我們應加入生命中的：道：一 21 
 乙、 聽道更要行道：一 22－25 
  一、 聽道不行道乃自欺欺人：一 22 
  二、 人照鏡子為例：一 23－25 

a. 聽道的聽後沒有行動：一 23－24 
b. 行道的作出回應：一 25 

丙、 勒住舌頭是虔誠的證據：一 26－27 
 一、 不勒住舌頭的人的虔誠是虛假的：一 26 
 二、 在上帝面前沒有玷污的虔誠：一 27 

a. 看顧孤兒 
b. 照顧寡婦 
c. 不玷染世俗 

丁、 不偏待人的虔誠：二 1－13 
 一、 貧富一視同仁：二 1－4 
 二、 上帝選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承受上帝國：二 5 
 三、 偏待人在世人眼中是不好的見證：二 6－7 
 四、 君王的法典：愛人如己：二 8 
 五、 按外貌待人便是罪：二 9 
 六、 罪和律法：二 10－13 
戊、 叫人得救的信心：二 14－26 
 一、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二 14－17 
 二、 信心和行為的關係：二 18 
 三、 信心行為的例子：二 20－25 

a. 亞伯拉罕：二 21－24 
b. 喇合：二 25 

四、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二 26 
 己、 信心控制舌頭：三 1－13 
  一、 舌頭最難駕馭：三 1－2 
  二、 控制本性的例子：三 3－4 
   a. 馬嘴裡的嚼環：三 3 
   b. 船的舵：三 4 
  三、 舌頭的力量：三 5－12 



a. 體小卻力量無窮：三 5 
b. 舌頭如火足以毀滅全身：三 6 
c. 所有動物為人類馴服，惟獨舌頭無人能制服：三 7－8 
d. 舌頭可作讚美，或作咒詛：三 9 
e. 讚美和咒詛不應出自同一個口：三 10－12 
f. 制服舌頭便是信心和行為的明證：三 13 

庚、 信徒中的信心和分爭：三 14－四 12 
 一、 信徒分爭不是出於上帝：三 14 
 二、 世上的智慧：三 15－16 

a. 描述：三 15 
i) 屬地的 
ii) 屬情慾的 
iii) 屬鬼魔的 

b. 結果：三 16 
i) 嫉妒 
ii) 分爭 
iii) 擾亂 
iv) 各樣的壞事 

三、 上帝而來的智慧：三 17 
 a . 清潔 
 b. 和平 
 c . 溫良 

d. 柔順 
 e. 滿有憐憫 
 f. 多結善果 

g. 沒有偏見 
h. 沒有假冒 

四、 信心帶來公義與和平：三 18 
五、 分爭來自私慾：四 1－6 

a. 這樣的私慾攔阻禱告：四 2－3 
b. 攔阻與上帝的關係：四 5－6 

六、 改正分爭：四 7－12 
 a . 順服上帝：四 7 
 b. 抵擋魔鬼：四 7 

c. 親近上帝：四 8 
d. 潔淨自己：四 8 
e. 顯出真正的懊悔和憂愁：四 9 
f. 自卑：四 10 



g. 不可彼此批評：四 11 
h. 不可互相論斷：四 11－12 

 
肆、 信心和將來：四 13－五 12 
 甲、 我們不能確知未來：13－14 
 乙、 惟獨上帝知道末來：四 15 
 丙、 為明天誇口乃是張狂：四 16－17 
 丁、 富足人的未來：五 1－6 
  一、 將有苦難臨到：五 1 
  二、 財物毀壞：五 1－3 
  三、 他們的詭詐上帝知道：五 4 
  四、 他們活在罪惡中：五 5－6 

a. 享美福：五 5 
b. 嬌養自己的心：五 5 
c. 殺害義人：五 6 

戊、 信徒為未來作準備：五 7－12 
 一、 耐心等主再來：五 7－8 
 二、 堅固你們的心：五 8 
 三、 不要懷怨：五 9 
 四、 以知為忍耐受苦的榜樣：五 10 
 五、 效法約伯喜樂忍耐：五 11 
 六、 不可起誓，說話帶著誠信：五 12 

 
伍、 信心和基督徒關係：五 13－20 
 甲、 對受苦者的反應：五 13 
 乙、 對喜樂者的反應：五 13 
 丙、 對患病者的反應：五 14－15 
  一、 請教會的長老來：五 14 
  二、 為病人抹油禱告：五 14 
  三、 出於信心的禱告能救病人：五 15 
  四、 主必叫他起來：五 15 
  五、 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五 15 
 丁、 對別人的錯失的反應：五 16－18 
  一、 彼此認罪：五 16 
  二、 互相代求，能得醫治：五 16 
  三、 以利亞作為禱告有效的實例：五 16－18 
 戊、 對失迷真道者的反應：五 19－20 
  一、 使他回轉：五 19 



  二、 使他的靈魂不死：五 20 
  三、 遮蓋許多的罪：五 20 

 
 
 
 
 
 
 
 
 
 
 
 
 
 
 
 
 
 
 
 
 
 
 
 
 
 
 
 
 
 
 
 
 
 
 
 



自我測驗 
 
1. 誰是雅各書的作者？ 
 

                                                                   
 

2. 舉出雅各書的目的。 
 

                                                                   
 

3. 誰是雅各書的受書人？ 
 

                                                                     
 

4. 列出雅各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雅各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雅各書是新約中惟一寫給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的人：一 1。 
 
2. 雅各用了幾位舊約人物來說明他的信息： 
 
 亞伯拉罕：二 21  喇合：二 25  以利亞：五 17 
 以撒：二 21   約伯：五 11 
 
3. 雅各用了幾個自然現象來說明他的信息： 
 
 海中的狂風巨浪：一 6 
 枯乾的草和淍謝的花：一 10－11 
 火：三 5 
 泉源：三 11 
 無花果和橄欖：三 12 
 撒種收割：三 18 
 春雨和秋雨：五 7 
 旱天：五 17 
 
4. 留意二 17、20、26中重複出現「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靈魂離開身體，身
體毀壞。同樣，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信心證明人的義，行為證明信心。 

 
5. 雅各書 108節中，60節是命令。記下並研習這些命令。 
 
6. 研究耶穌同母異父的兄弟雅各的生平。他是本書的作者。參下列經文： 
 

太十二 46－50 
約二 12；七 1－9 
徒一 14；十二 17；十五 13；廿一 18－26 
林前十五 7 
加一 18－19；二 1，9－10 

 
7. 雅各書的教導與耶穌的山上寶訓相似。完成下列圖表： 
 
山上寶訓    雅各書   相同教訓撮要 
 
太五 48     一 4 



 
太七 7     一 5 
 
可十一 23    一 6 
 
太七 24、26    一 22 
 
約十三 17    一 25 
 
路六 20     二 5 
 
路六 24－25    五 1 
 
太七 1     四 11－12 
 
太五 34－37    五 12 
 
太七 16－20    三 12 

 
8. 比較雅三 13－18的兩種智慧： 
 
上頭來的智慧    不是從上頭而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