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書總論
雅各書 第一講…

雅各書是新約聖經的一卷書，
它是屬於七卷一般書信當中的一卷。
一般書信包括：雅各書，彼得前書，彼得後書，
般書信包括：雅各書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約翰一書、二書、三書，猶大書，雅各書是第一卷。

總論

雅各書是屬於一般書信，一般書信又是寫給眾教會的，
雅各書是屬於
般書信
般書信又是寫給眾教會的
廖元威博士
所以並沒有特定收信人的名稱，這跟保羅的十三卷書信不太一樣。
 保羅書信要嘛就是寫給特定的人，譬如說寫給提摩太、提多，
 也有寫給特定的教會，像羅馬的教會、加拉太的教會、帖撒羅尼迦的教會…
不過當然，雖然保羅當年寫信的時候有特定的教會或是個別的對象，
但是今天收在新約的正典當中，
就代表它也是神要使用對後來的教會、對歷代的教會說話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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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書信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在於生活的議題 很少談到教義
一般書信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在於生活的議題，很少談到教義，
雅各書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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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397 迦太基會議就已經把雅各書列在正典之內。
雅各書 共有五章 108 節，
雅各書一共有五章
 它的「命令式的動詞」非常的多，
就占了有六十個之多，平均不到兩節就出現一次
 所以有不少的學者說：與其說雅各書是一封書信，
還不如說它是一篇講章，或說它像是好幾篇講章組合而成的一篇論述

雅各書還有什麼特色呢？
 以「智慧文學」道德勸勉的形式來加以表達的，
以「智慧文學 道德勸勉的形式來加以表達的，
可以把它視為是新約當中的箴言
 內容還有表達的方式，很明顯受到了舊約、登山寶訓的影響

這卷書裡面至少有十二次提到「我的弟兄們」、「我親愛的弟兄們」，
這卷書裡面至少有十二次提到「我的弟兄們
「我親愛的弟兄們
而這樣的用語出現的時候，通常都是要帶出一個新的話題來。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傳道人，而你打算用雅各書來傳講一系列的信息，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傳道人，而你打算用雅各書來傳講
系列的信息，
其中一個方式可能會對你很有幫助：就是把雅各書大聲地讀出來，
因為當我們讀出聲來的時候，其實同時做了兩件事情：
一方面我們在讀、一方面其實我們在聽—
就是聽我們自己所讀出來的這個書卷的內容，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甚至多讀幾遍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甚至多讀幾遍，
相信在信息的預備上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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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談一下「智慧文學」：
 是古代近東所流行的一種文體，
舊約當中約伯記、箴言、傳道書，都是屬於這種文體
屬
 通常是以父親寫給兒子、或是老師寫給學生的方式來表達，
內容在於告訴他們，什麼是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事情
 許多時候會詳細的跟收信人來談論成功之道
 寫作目的：在鼓勵讀者，要在他的生活言行上保持道德上的正直
 表達方式：常常使用格言、諺語、金科玉律…方式來加以呈現，
獲得智慧跟熟練日常生活的事務、
在人際關係上面能夠操練到老成的地步，
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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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看雅各書的確是符合智慧文學的分類…
、作者用 個 教師」的身分寫信給收信人。
一、作者用一個「教師」的身分寫信給收信人。
雅各是初代在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也被列在廣義的使徒的範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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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語重心長地提醒讀者，
要在這件事情上面特別的注意。

三、雅各書也多次的出現「格言方式的表達」，
而且通常是作為 段教導的總結，
而且通常是作為一段教導的總結，
 使讀者不僅對於那一段的教導可以了然於心
 如果把它記下來，就可以領受這樣子的教訓
格言式的表達其實是幫助閱讀的人可以記憶的…
二13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講到憐憫的重要性 憐憫的意義是在上帝的面前 將來我們也可以蒙憐憫
講到憐憫的重要性，憐憫的意義是在上帝的面前，將來我們也可以蒙憐憫。
三18 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般的人都很清楚 個道理 就是你種什麼 你收的也是什麼
一般的人都很清楚一個道理，就是你種什麼，你收的也是什麼，
聖經也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用和平栽種所收到的，
就是和平所結出來的仁義的果子。
四16 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講到口舌的問題，牽涉到我們人生中的表現、人際關係，
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張狂誇口的在上帝的面前是被看為惡事。

二、雅各書也多次的提到「智慧」、直接的講到智慧。
雅各書也多次的提到「智慧
直接的講到智慧
我們可以從智慧的角度來加以閱讀、或是加以解讀，譬如：
一5
提醒我們可以向上帝求智慧，祂是智慧的源頭。
5 提醒我們可以向上帝求智慧
祂是智慧的源頭
三13‐18 告訴我們真智慧的表現應該是怎麼樣，詳細的把它列出來。
從本質上來講分兩大類：一個是上頭來的智慧，
另外一個叫作屬地的智慧、或是屬鬼魔的智慧，
不僅來源不同，而且表現是全然不一樣。
有沒有智慧，不僅影響這個人的生命，
更會影響他的言行、人際關係，當然也影響他生命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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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僅從近東文學的角度來瞭解雅各書，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到這卷書
其實同時受到希伯來文化 希臘文化雙重的影響
其實同時受到希伯來文化、希臘文化雙重的影響。
如果從猶太文化或是希伯來文化的角度來看，雅各書多處引用了舊約聖經…

四、雅各書出現了60次的命令句、或是祈使語句的用法，
其中有32次是倫理道德方面的命令句，而其中有好多地方跟話語有關。
五、成熟，可以說是雅各書一貫的主題…
一4 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忍耐也當成功 使你們成全 完備 毫無缺欠
邁向完全，事實上就是成熟的表現。
二22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加拉太書、羅馬書強調的是因信稱義，
書 羅馬書 調 是因信稱義
 雅各書表面上看來是強調因行為稱義，有衝突嗎？
總之 信心如果沒有行為 在完全的事上或是在成熟的事上 是有缺欠的
總之，信心如果沒有行為，在完全的事上或是在成熟的事上，是有缺欠的。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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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夠勒住自己的全身。

二8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

引用 利十九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看來這是神一貫的心意，舊約裡面是如此，新約裡面也是如此
看來這是神 貫的 意 舊約裡面是如此 新約裡面也是如此
 我們的神祂就是愛，祂要祂的子民在地上的生活當中
實踐的 個很重要的教訓 就是 要愛人如己」
實踐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要愛人如己」
二11 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

雅各挑戰讀者，要天天邁向靈命的成熟，而靈命的成熟絕對可以
在他們的言行舉止、人際關係上看得出來，靈命絕對不是抽象的概念，
靈命跟品格跟每 天的行為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靈命跟品格跟每一天的行為，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一旦明白雅各書是屬於智慧文學類的文體，就會在閱讀的時候改變我們的期待。

我們看到在這個世代裡面具備這樣子的智慧的，似乎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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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不姦淫，卻殺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這邊似乎是強調說：律法，犯任何一條，就等於是違犯了律法，
甚至可以說就是陷入不及格的光景。
很明顯這 節的經文是引用了十誡當中的兩條誡命
很明顯這一節的經文是引用了十誡當中的兩條誡命
分別出自於 出二十13、申五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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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3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

雅各書提到四位舊約的人物，他們分別是：
亞伯拉罕，二21‐23 講到亞伯拉罕獻以撒，
雅各把它拿來作為因行為稱義的一個例子，
強調信心跟行為是並行的，而且信心是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亞伯拉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引用 創十五6)
「因信稱義」其實是聖經一貫的原則，
 雅各在這邊除了講到因信稱義之外
 也特別強調亞伯拉罕所採取的行動

喇合，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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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的分享當中 我們會再來談它 特別是倫理方面的意義
在信息的分享當中，我們會再來談它，特別是倫理方面的意義。

四6 但祂賜更多的恩典，
但祂賜更多的恩典

所以經上說：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很顯然他是引用了
箴三34 神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除了有一些的經文是直接引用了舊約，
雅各因為對於舊約裡面的屬靈教訓了然於心，
所以當他寫的時候，
很自然的把那些內化在他生命當中的真理
很自然的把那些內化在他生命當中的真理，
就化成他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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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亞，雅各在 第五章 的後半段講到禱告，
義人禱告所發出來的功效，他舉的就是以利亞的例子，
五17‐18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
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基督徒都知道禱告的重要性，
但是雅各也曉得 我們並不是每 個人或是每 個時刻
但是雅各也曉得，我們並不是每一個人或是每一個時刻，
對禱告有那麼樣真實的信心！
他用以利亞作為一個例子，來勸勉、鼓勵我們，
以利亞知道禱告一定會讓事情不一樣，神是聽禱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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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臘文化的影響：
看起來稍微少 點 但是我們也簡單地提 下
看起來稍微少一點，但是我們也簡單地提一下。
首先，雅各書是用通俗希臘文寫成的；
而且在引用舊約的時候它引的是七十士譯本
而且在引用舊約的時候它引的是七十士譯本，
七十士譯本就是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本。
另外在雅各書一百多節裡面，雅各用了63個希臘文的詞，
是其它新約聖經所沒有用到的，
所以看來雅各書在寫作的時候，
對於希臘文的引用有他的靈活度。
另外這書裡面所使用的像押頭韻、押尾韻，
特別講到話 舌 的時候 用 「
特別講到話語舌頭的時候，用了「馬」、用了「船」…，
用 「船
這些的引喻都是當時希臘文學當中很熟悉的內容。
所以從這些裡面我們看到雅各書也受到一些希臘文化的影響。
所以從這些裡面我們看到雅各書也受到
些希臘文化的影響

有關希伯來背景的影響，
一1 十二個支派，二19 神只有一位，五4 萬君之主，
都是舊約的概念：神只有一位，神是獨一的真神，
這個萬君之主就是舊約常常提到的萬君之耶和華
這個萬君之主就是舊約常常提到的萬君之耶和華…。
以上所講的是屬於受希伯來背景或文化的影響。

約伯，五11 雅各講忍耐，講到最後他引用了一個
舊約的人物作為例證，那就是約伯：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
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
明顯主是滿心憐憫，大有慈悲。
的確，我們如果讀約伯記的話，
看到要找 個在苦難中 患難當中依舊信靠神
看到要找一個在苦難中、患難當中依舊信靠神，
而且忍耐到底的，約伯實在是不二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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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強調的是行為，主張靠行為稱義，他所論到的是「現在的信心」，
描述的是 因著愛上帝而遵守命令」的 種狀況。
描述的是「因著愛上帝而遵守命令」的一種狀況。

讀雅各書跟讀保羅書信的方式，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保羅書信具有高度的邏輯性，
其中所使用的辯證、論證辯護的方式，
與現代西方的模式比較雷同，
與現代西方的模式比較雷同
是西方人比較熟悉的模式。

保羅所強調的是「已經發生的信心」，
提到的是人在上帝面前降服和接受應許 強調因信稱義
提到的是人在上帝面前降服和接受應許，強調因信稱義。
難道雅各強調的是因行為稱義嗎？其實兩者是有重點上的差別：
保羅的主張

雅各書思考的模式、表達的方式，看來是比較東方的，
 在主題的處理上，看來也比較不那麼有組織，
邏輯辯證好像也沒有那麼嚴密
 比較訴諸情感，訴諸人生的經驗

 解釋稱義的方法，

是因著信、靠著恩典
是因著信
靠著恩典
 對抗猶太人的律法主義
 對行為
對行為的定義，因為猶太的律法主義是
義
為猶
律
義是
「行為才是得救的方法」
 對於稱義的瞭解是：
宣告為義是稱義 起
宣告為義是稱義的起點、和好、宣告無罪
和
宣告無罪

其實這樣的表達方式
其實這樣的表達方式，
反而可以幫助我們更多的反思跟深省。
雅
可以說雅各書所展現的是一種
不同層面的豐富跟他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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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 感
賜下雅各書，不僅用這個書卷勉勵了
初代教會的弟兄姐妹，
主啊，今天也要用這卷書來向我們眾人說話。
今天 要 這卷書來 我們眾
願我們在這門課當中，在每一次的講解裡面，
不僅有更多的瞭解，
不僅有更多的瞭解
更求主讓我們從遵行的裡面得著益處。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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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主張
 描述的是稱義之人的生命，

是藉著行為來成全
 對抗反律法主義
 愛心的行動是真信心的證據
愛心的行動是真信心的證據，

結出救恩的果子來
 稱義的行為，

是稱義的 種持續
是稱義的一種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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