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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好、最美的福，是能認識我們的主、擁有寶貴的信仰，

如果不認識神，最好的，只能用相對的說法

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出於人的智慧，有一天都會過去

世上有什麼絕對真理，是永遠不會改變、搖動的呢？

讓我們回到聖經吧！神的話語帶來了真實的盼望、亮光…

保羅：「我好像什麼都沒有，卻是樣樣都有！」

十九世紀英國大文豪狄更斯 ─ 雙城記開頭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3 因為知道你們

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

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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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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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 8 心懷

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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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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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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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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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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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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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彼前一7 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一2 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試煉跟試探，原文是同一個字，來源跟目的不同。

試探的來源 ─ 出於魔鬼

目的 ─ 陷人於罪，

讓人落在不可自拔的罪惡當中

試煉的來源 ─ 出於神，是一種考驗

目的 ─ 要人得益處

在試煉中非常痛苦，帶來的卻是各樣屬靈的福氣。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落在百般試煉中好痛苦！怎麼喜樂的起來？

我們思想 ─ 保羅在羅馬被監禁的時候，

還寫得出喜樂洋溢的腓利比書，

「對我來講，我要喜樂其實是不難的事情。」

對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卻是非常需要的。

基督徒有一個特權 ─

靠主，就可以超越很多的困難跟軟弱。

基督徒跟非信徒住在同樣的城市…
基督徒是神的兒女，不應該有苦難、有難處的，

因為他是神的兒女！

是這樣嗎？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神沒有應許天色常藍，

但應許我們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息；

沒有應許我們不遇到苦難跟試煉，卻應許可以安抵彼岸。

神的兒女還是會面對困境，外在、內在…
痛苦的境遇能夠超越、以為喜樂、不發怨言，

除非是領受了從上頭來的智慧、真正認識神，

要藉著這些苦難來鍛練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是盲目的把痛苦當作喜樂，

我們的信仰不是盲信、迷信、宿命論…
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 神的愛、祂的心意，

或順、或逆，萬事能夠互相效力，

是因為我們願意學習、效法基督的樣式。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我們就能夠體會先知哈巴谷所說的話 ─

彷彿都在失的情況，我卻以得、以擁有的為樂！

這若沒有一個超越、堅固的信心，就很難了。

雅各提醒我們試鍊的益處

一3 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

考驗的目的是除掉生命中的渣滓，

信心若不經過試驗，就結不出果子

但是主的恩典總是夠用的

哈三17-18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

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有一個見證 ─ 一位老牧師講的。

老牧師在年輕的時候，在中國邊界的地方傳福音，

他現在有在缺乏、心情很沮喪，

就思想 ─ 原文裡到底有沒有必？

「我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

有程度的不同。

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有人敲門…

耶和華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有一次跟一個同工到山區的一個村子，

敲了每一家的門，都沒有得著回應

他們的身上的錢用的差不多了

他的同工身體有一些軟弱，回去了

老牧師翻聖經的時候，翻到一個畫片…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門一打開，有個老婦人手上拿著提籃，

老媽媽講：「我是你們隔壁村子的，

十年前一個傳道，經過我村子把耶穌介紹給我，

我信了耶穌心中喜樂，就起了一個心、發了一個願 ─

『以後碰到傳道人的話，一定要把最好的擺上給他。』

前兩天有人來我們村子，講說『有外地來的在傳耶穌』，

主啊！是你讓我還願的時候到了嗎？」

她就把家裡的好東西裝了一個籃子…

年輕傳道把老婦人送走之後，不禁跪下禱告跪下禱告 ──

親愛的主，當我正在想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十年前你就為我預備了祝福、為我預備了恩典！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堅忍

屬世的習慣 ─ 從環境當中養成

屬靈的習慣 ─ 在試煉中，

神所許可的試煉中，歷練而得的

屬靈的生命當中，信心要經過試驗才有價值，

從青澀、生澀到老練，

生命就結出了忍耐的果子。

忍耐不是自己修練得來的…
靠著主的恩典，忍耐是生命中生出來的。

有時候我們在軟弱、失落、缺乏、病痛裡，

但是不要忘記 ─主的恩典夠我們用，

祂會預備祝福，

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就會讓我們領受。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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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賽三十20-21 主雖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

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在試煉中產生信靠、學習禱告，求明白神旨意的智慧。

用什麼樣的眼光，來看臨到身上的試煉、試驗、苦難呢？

就要問主；怎麼了解？需要有從神給我的智慧。

當遇見難處，就要禱告，在禱告中求智慧 ─

「神啊！給我智慧，讓我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在明白神的心意中，然後領會神的帶領。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箴三十7-9 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

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

說：「耶和華是誰呢？」

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

在今天許多的試探、引誘，圍繞在我們身邊，

不管市井小民或者高官，要面對金錢的引誘，

如何的來面對、應該有的態度呢？

在世上金錢的得與失當中，

你居高位、然後跌下來

本來在低的、現在升高

都不要驕傲、也不要狂喜。

我們看到是一個持平的、寶貴的禱告。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 ‧言語和智慧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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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探跟試煉雖然是同一個字，

但是它的本質、意義、目的上是不一樣的。

在生活當中我們經歷到主的帶領 ─

基督徒的生活中，需要很清楚的教導、經歷、見證，

生活、我們的生命，如果沒有經歷，很難能夠成長。

試煉

經歷跟生命，是互相影響的 ─ 知道並不等於經歷，

曉得雅各書作者是誰、對象是誰、主要主題是什麼，

並不表示我經歷了這些經文的內涵

並不表示我經歷了這些經文的實踐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言語和智慧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

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15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

的飲食； 16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吧！願你們穿得

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 17 這

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18 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

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

指給你看。」 19 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

驚。 20 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 21 我們

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為稱義嗎？ 22 可

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23 這就應

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他又得稱為 神

的朋友。 24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25 妓女

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樣因行為稱義嗎？

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言語和智慧

太三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弗四1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希伯來書十一章 ─ 許多信心見證人，用信心跟行為相配合。

二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

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跟行為是不能分開的。

信心跟行為的關係 ─

「以為靠信心來得救，就不需要好行為了」

這個就是當時雅各所擔心的

當時信徒當中表現出來的光景

「我是因信稱義、因信得救，不需要有好行為了」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言語和智慧

雅各就用亞伯拉罕的例子 ─ 亞伯拉罕獻以撒

創世記十五章 ─ 他已經因信稱義了，因信稱義在先

創世記二十二章 ─ 獻以撒在後，中間隔了三十幾年

完成了、或說應驗了他因信被算為義的事情。

創二二10 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
來一一17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

約翰福音五餅二魚的神蹟 ─

耶穌說：「你們給他們吃吧」

腓力說：「就是有二十兩銀子也不夠」

約六6 耶穌講這些話是為了試驗腓力，祂原曉得祂該怎麼做。

主常常藉著一些生活上的事，

來考驗、試驗我們，讓我們明白祂的心意。

‧試煉和試探‧信心和行為‧言語和智慧

跟亞伯拉罕一樣 ─

不是那個行為讓他稱義
而是他順服的心、

藉著行為顯出了他的義
讓我們很清楚的看到行為跟信心的關係。

當一個小孩子表現很好的時候，

我們會稱讚他 ─ 很好、很乖、很能幹，

不是他所表現很好的那個行為，

讓他變成一個好孩子、使我們肯定他

而是他的行為、動作所呈現出來，

他是一個有教養、或是體貼的好孩子



‧試煉和試探 ‧信心和行為‧言語和智慧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2 原來我們在許

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3 我們若把嚼環放在馬嘴裡，叫牠順服，就能調動牠的全身。 4 看哪，船隻雖然甚

大，又被大風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隨著掌舵的意思轉動。 5 這樣，舌頭在百體裡

也是最小的，卻能說大話。看哪，最小的火能點著最大的樹林。 6 舌頭就是火，在我

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

地獄裡點著的。 7 各類的走獸、飛禽、昆蟲，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也已經被人制

伏了； 8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 9 我們用

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 神形像被造的人。 10 頌讚和咒詛

從一個口裡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 11 泉源從一個眼裡能發出甜苦兩樣

的水嗎？ 12 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鹹水裡也不

能發出甜水來。 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

的善行來。 14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

真道。 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 16 在

何處有嫉妒、紛爭，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 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

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18 並且

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試煉和試探 ‧信心和行為‧言語和智慧

三1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

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的判斷。

不要很多的人、或者羨慕作老師

常常在講、講很多、教導別人，還沒有先教導自己！

作師傅的要受更重的判斷 ─

別人從他的言語，也要同時看到他行為的見證，

言語跟信心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2 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

作者用了很多關於舌頭的比喻 ─

小的工具可以控制大的物件。

舌頭好像馬的嚼環 ─ 必須要受約束

舌頭好像船的舵 ─ 必須要被掌管、言語是有影響力的

‧試煉和試探 ‧信心和行為‧言語和智慧

在教導父母親對孩子的教導 ─

你要讚美、要常常誇獎他

─ 他就知道、就被激勵了

不要說「你很笨、你就不會、我看你不行」

─ 孩子就以為我很笨、我不行

言語的殺傷力非常的強，

好像小小的火苖就可以把整個森林燒起來

言語的擴散性也非常大，

那樣的罪惡會把你全身都毀掉

言語的嚴重性像是不止息的惡物

雅各書的時候會看到非常生動的比喻，

不論講到試煉、行為、言語，都是雅各書的主題。

禱告禱告
謝謝主，藉著雅各書告訴我們行事為人，

告訴我們讓我們生活有見證，

讓別人看出我們是屬你的兒女。

謝謝主幫助我們，

在生活當中實現我們的信仰，

好讓我們言語與行為相稱，

好讓我們在百般的試煉中，

靠你依然有喜樂，

好讓我們的言語常說造就人的好話，

常常作讚美你的人。

我們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