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雅各書 第二講…

雅各書跟 太五‐七 主耶穌所講的登山寶訓來作對照的話，
可以看出雅各書的信息，在許多方面回應了主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教導。
馬太福音寫作的年代大約是 AD70，比雅各書成書的時間晚了二十多年，
但登山寶訓，當時在教會當中為眾人所熟悉，對雅各也是一樣的，譬如說：

背景

1 在逼迫患難當中要喜樂
1.
太五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雅一20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這兩者是可以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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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追求完全
太五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雅一40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所以同樣講到完全的事上 是相互呼應的
所以同樣講到完全的事上，是相互呼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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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懇切的祈求恩典
太七7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的，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雅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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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四2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顯然基督徒在領受恩典福分的事上，跟禱告生活是密切關聯的，
祈求 得著 這是神 貫的心意
祈求、得著，這是神一貫的心意。

5. 聽道必須要行道
七24‐27 聽見主的話要去行，去行的人，就像
聽見主的話要去行，去行的人，就像一個聰明的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個聰明的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而且蓋在磐石上的這個房子是經得起考驗的。
雅一22 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25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遵行跟蒙福，其實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4. 不應當任意發怒
太五22 只是我告訴你們
凡向弟兄動怒的 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
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主耶穌講到舊約的律法不可殺人，很多人都會說「我沒有」，
可是主耶穌對於律法的精意作詮釋的時候，殺人的行動有一個
更根本的因素，那個就是恨人，那個就是對弟兄動怒，
而且完全否定了肢體的價值，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雅一20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在怒氣的事上，我們需要謹慎。

6. 應當遵行律法
太五17‐19
太五17
19 他不是要廢掉律法
他不是要廢掉律法，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
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 條
又教訓人這樣做的，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
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遵行誡命依舊是神的心意。
雅二10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是蒙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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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憐恤人
太五70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雅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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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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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什麼樹結什麼果子：太七16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裡豈能摘無花果呢？
雅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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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頭很重要，生命的光景，會影響我們所說的話、所行的事。

11. 謙卑受益
太五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雅四6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10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12. 不應當論斷
太七10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雅
雅四11
弟兄們 你們不可彼此批評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
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

9. 使人和睦：太五90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雅
雅三18
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果子
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果子。
10. 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
太六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主耶穌從來沒有否定金錢的價值，但是金錢變成了主人，那就變很可怕的事情！
金錢可以是很好的僕人，但是它會變成很壞的主人。
雅四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
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 就是與神為敵了
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這兩者是衝突的，就好像神跟瑪門之間的對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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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財物金錢的不可靠
太六19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能銹壞 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雅五2、3 也是對於只知道積儹錢財的人有所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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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一卷書信的時候，就會問作者，到底是誰寫的？
雅各書顯然就是雅各寫的，按照兩千年前在巴勒斯坦或是近東地區寫書信的模式，
寫信的時候通常會先講寫信的人是誰、然後寫給誰，主要就是因為
以前的書信通常都很長，要看到最後才知道到底誰寫的，還滿麻煩的。

15. 先知忍耐受苦的榜樣：太五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其實作上帝的僕人，或是說因為持守真理的緣故，一定會碰到難處的，
因為這個世代許多的人並不認識神 他們的價值觀與聖經的真理是背道而馳
因為這個世代許多的人並不認識神，他們的價值觀與聖經的真理是背道而馳，
所以在這樣子的環境當中，面對逼迫其實是很正常的。
雅五10 弟兄們
雅五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

雅一1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這個雅各到底是誰呢？在雅各書裡面，他對於自己的身分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
有幾種可能性 其中兩個大概是很多的人會提到的
有幾種可能性，其中兩個大概是很多的人會提到的…
一、是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是西庇太的兒子、約翰的兄弟，
雅各跟他的兄弟約翰有雷子之稱。
太四21 主耶穌在那裡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
同他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呼他們，
他們立刻捨了網、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

16. 不可起誓：太五34‐37 什麼誓都不可以起。
雅五12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
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
從登山寶訓跟雅各書信息的對照裡面，我們就看見其實雅各書
的確隱含了很多很寶貴的、很有趣的、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確隱含
多 寶貴
有
我
息息 關
甚至很多方面也是我們可能想要進一步瞭解的...

13 不要為明天憂慮
13.
太六34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雅四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所以看見人生其實我們並不具備終極掌握的權利，
 有些事情在我們的某種程度的掌管之中
 但是很多的時候不在我們的掌管之中，我們必須要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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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說這位雅各不會是雅各書的作者？
主要因為這一位使徒雅各，在 AD44 已經殉道了，
是在這本書寫成之前，所以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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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有可能的是誰呢？當然就是耶穌肉身的弟弟雅各。有幾處的經文可作說明…
太十三55 耶穌的兄弟他們的名字：雅各、約西、西門、猶大。
而且雅各排在第一個，顯然耶穌肉身的弟弟當中，雅各應該是最大的。
加一19 保羅提到他信了主，後來有亞拉伯曠野的經歷，過了三年之後
才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至於別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都沒有看見。
雅各很顯然在初代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教會的領袖。
林前十五7 主耶穌復活之後向許多人顯現，特別點出耶穌曾經向雅各顯現。
主耶穌復活之後向許多人顯現，特別點出耶穌曾經向雅各顯現

耶路撒冷的教會，為了彼得傳福音給外邦人，
指著百夫長哥尼流以及跟他在一起的人，
為了這件不尋常的事情而召開了第一次的耶路撒冷會議，
從 徒十五13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當時主持會議的是雅各。
徒廿一18 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回耶路撒冷，首先去見的人也是雅各。
保羅在 加二9 把雅各跟彼得、約翰相提並論，
稱他們三個人是「有名望的教會柱石」，
稱他們三個人是「有名望的教會柱石
就是指著這三個人在當時耶路撒冷教會當中是最重要的領袖。

雅各後來成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徒十二 彼得因為傳福音而被囚禁的時候
彼得因為傳福音而被囚禁的時候，教會為他切切地禱告，
教會為他切切地禱告
當天使帶領彼得出監牢之後，彼得立刻就到教會聚集禱告的所在，
剛開始大家很難相信，不敢相信，彼得就擺手說不要他們作聲，
並且告訴他們，主是怎麼樣的領他出監牢，
又說：「你們把這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於是就出去往別處去了。
為什麼彼得出來的時候，告訴教會、通知教會，還要吩咐他們先告訴雅各呢？
因為雅各是當時教會中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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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前，他肉身的家人當中，
只有他的母親相信而且跟隨他，他的弟弟們則是不相信他的。
約七2‐4 猶太人的住棚節近了。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
「你離開這裡上猶太去吧，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
人要顯揚名聲，沒有在暗處行事的；你如果行這些事，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他們覺得他們的兄長好像不太顧家裡的事，他專門就是搞公關，
專門就是想要讓自己的名聲越來越顯赫，所做的事情就是要引起眾人的注目。
約七5 就講到它的原因是什麼：因為連他的弟兄說這話，是因為不信他。
耶穌的弟弟們在早期是沒有相信他的，當然不認為他是什麼彌賽亞，
他的兄弟們，一定親身的觀察到拿撒勒的老鄉們其實是懷著敵意的。

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都再再顯示主耶穌肉身的弟弟雅各，
 是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也是重要的領導人
 雅各在書信當中沒有標榜自己是主的兄弟，
而只是謙稱他是「神和基督的僕人」，
雅各的為人的確是非常的謙卑而且敬虔
 早期教會所留下來的傳統說法，因為他辦事嚴謹公正，
早期教會所留下來的傳統說法 因為他辦事嚴謹公正
因而在早期教會就獲得了「公正的雅各」這樣的雅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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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宣布說：他就是以賽亞書所預言的受膏者，被賦予特殊使命的上帝的僕人。
鄉人的反應是什麼？ 「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
這不是約瑟的兒子嗎？」
耶穌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悅納的。」
就舉了例子：以利亞奉差遣到外邦的寡婦那裡去；
以利沙禱告叫人得醫治，是敘利亞的乃縵；這些都是外邦人。
會堂裡的人聽見這話，都怒氣滿胸，把他攆出城。
隨著耶穌自我宣稱他就是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而且隨著他的聲名更加地遠播，
隨著耶穌自我宣稱他就是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
而且隨著他的聲名更加地遠播
 文士、法利賽人對耶穌的敵意也逐漸的升高，
污衊耶穌趕鬼是靠著鬼王別西卜
 也有人說耶穌瘋了，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這些在他的兄弟眼中看來，實在是會讓他們很尷尬，
可能就是使他們與同鄉朋友相處產生了困擾…
這些很可能就是使得他們遲遲沒有相信耶穌的緣故。

路四16‐30 耶穌回到拿撒勒他的家鄉，在安息日進到會堂裡面來念聖經，

讀了以賽亞書的一段：那一個受膏者，那一個奉差遣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並且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耶穌念完這一段的經文，告訴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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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他竟然把母親託給他的使徒約翰，
耶穌在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
他竟然把母親託給他的使徒約翰
不是託給他的弟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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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還沒有釘十字架，甚至還沒有復活之前，
他的兄弟們是沒有相信的，
他的兄弟們是沒有相信的
可是因著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了，
而且向眾人顯現 又顯現給雅各看
而且向眾人顯現，又顯現給雅各看，
很顯然雅各和他的弟弟們都相信了。
當然也很有可能是雅各
帶領他其他的 弟 歸信
帶領他其他的兄弟們歸信了主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天父，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揀選了雅各。
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揀選了雅各
他雖然是肉身主耶穌的弟弟，
但是他卻沒有以這樣子的身分自誇，
自
因為他知道他的身分是神的僕人，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他對自己有了正確的認識，乃是因為他對你有了正確的認識。

徒一14 記載在馬可樓上的禱告，等候五旬節聖靈的澆灌：

主啊，何等願意你也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讀雅各書的時候，可以對你有更多的認識；
幫 我們 對我們自 也有更多的認識 引領我們前行
幫助我們，對我們自己也有更多的認識，引領我們前行。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
很顯然在馬可樓上禱告的 120 個人
個人，等候聖靈的降臨澆灌，
等候聖靈的降臨澆灌
耶穌的弟弟們是在場的，雅各當然也在場。
而很快的，雅各就成了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跟領袖，
跟使徒團隊一起事奉。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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