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 道

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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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榮神益人



雅各書的特點

主題、比喻、對比多，不談教義卻有教導，
看似無架構卻前後關連，用行為表明信心。

雅各書(1) - 試煉、喜樂、信心、
忍耐、智慧、試探

雅各書(2) - 信心/疑惑、升高/降卑、
私慾→罪→死、真道→生→果子



“試驗” 、 “試煉” 、 “試探” 

“試驗(Test)”: 中性的動機，為要瞭解

被試驗者的真假或品質。

“試煉(Trial)”: 正面的動機，為要鍛練

被試驗者的品格，使其成功。

“試探(Temptation)”: 負面的動機，為

要破壞被試驗者的品格，使其失敗。



要如何看待試煉？

 v 3-4 “因為知道 你們的信心 經過

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

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知道” (真智慧) 試煉中的受苦是來自於
愛我們的神 –信心在經過試驗歷練之後，
可以被“成全、完備，毫無缺欠”，因此

“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V 5“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
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
賜給他。”

“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

他成為我們的智慧、…”(林前 1:30) 

“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

…多結善果…” (雅 3:17)



(一) 憑信心的求和疑惑的求

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

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賜給他。

(A) 向誰求
“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

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 心想事成的禱告？

“22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

23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
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

他若心裡不疑惑，
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

24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
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

就必得著。”(可 11:22-24)



憑著信心 vs 心懷二意

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
浪，被風吹動翻騰。7 這樣的人
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8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
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V 6) 

(B) 怎麼 “憑著信心求”？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差-> 傳-> 聽(道)-> 信-> 求



雅各書中三種得不到的“求”

1. 疑惑 - 不信任的心思 (1:6-7) :
“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
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什麼”

2. 不求 - 無所謂, 不想建立關係 (4:2) :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3. 妄求 - 以自我為中心 (4:3) :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
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必得著的“求”

(1) 認識神的智慧 (雅1:5)

“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主就必賜給他。”

(2) 神的國神的義 (太6:33)

“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了。”

(3) 照祂的旨意 (約一5:14-15)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

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二) 如何看待無常人生的智慧

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

10 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因為

他必要過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11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

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對人生的起伏要有智慧的眼光來看待



一般而言“卑微的”(社會地位)人可能會遇
到更多的逆境，但是靠著信心忍耐而經歷

“升高”(突破) 的喜樂可能更多。
“富足的人”雖可以用財富/地位
避開逆境，但不一定能試煉信心。

不是反對富足，而是說“升高/降卑” 都要

靠主 (in the Lord)，因為世事無常。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凡事都能做。”



(三) 忍受試探的冠冕

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

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

這是主應許 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生命的冠冕”不只是我們將來在天上

得到的榮耀，而是今天我們在地上就可以

經驗到的–屬神的生命所發揮出來的榮耀。



抵檔試探、提防犯罪

13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

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

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提防以口犯罪 (伯 2:9-10)



(四)  私慾→罪→死

14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
牽引誘惑的。15 私慾既懷了胎，

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
(羅 5:12)

(？？→ 試探→) 私慾→罪→死

(魔鬼→ 試探→) 私慾→罪→死



人之所以尊貴是因為神給人
自由意志

(道德不可或缺的基礎)

創造一個完全沒有可能犯罪的伊甸園

不是神原先的設計。有犯罪的機會卻

能克制私慾不犯罪，才能勝過試探。

人可以以己的私慾為中心而敵擋神，
也可以以神為中心而克制私慾。



“16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

17 各樣美善的恩賜

和各樣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自由意志的選擇和從罪中得救的恩典

都是從眾光之父(真理的源頭)而來



Q: 如何對付
(魔鬼→試探→) 私慾→罪→死 ?

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

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

好像初熟的果子。

“信道(果子)是從聽道(真道)來的”

A: (神→真道→)信道→生→果子



(魔鬼→試探→) 私慾→罪→死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羅 5:12)

(神→真道→) 信道→生→果子

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
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
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

豈不更加倍的臨到眾人嗎?” (羅 5:15)



應用: 對付試探

(1)逃避私慾，操練敬虔
“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

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提後 2:22,提前 4:7)

(2)抵擋魔鬼，順服神(聖靈)
“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

“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雅 4:7,加 5:16)



➢ 2-4 你們落在百般 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

❑ 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

❖(5 若有缺少智慧的，…)

❑ 6-8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 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喜樂；

➢富足的降卑也該如此…

➢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私慾 → 罪 → 死”(試探)

❑ 信心或疑惑的禱告

❖看待變換無常的人生

❑ 認清試探的根源

➢“真道 → 生 → 果子”(試煉)



結論

1.需要向神求智慧才能分辨試煉/試探、
信心/疑惑、升高/降卑、忍耐/喜樂。

2.“真道 → 生 → 果子”(試煉)
正是解決

“私慾 → 罪 → 死”(試探)的
智慧。



反思

1.我在禱告的學習上有什麼“信心”
或“疑惑”的表現？

2. 參考羅 5:12,15 分享您對
“(魔鬼→試探→)私慾→犯罪→死”
“(神→真道→)信道→行道→生”

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