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外貌待人((一)
不以外貌待人
雅各書 第五講…

二1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

這是我們這一個單元當中我們主要要分享的信息的重點。

不以外貌待人
不以外貌待人(
貌
(一)

俗語說：人不可貌相，海水豈可用斗量？
這個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但是不可否認，
大部分的人還是無可避免的會以貌來取人。
我們跟人互動的時候，一個人的容貌、穿著、甚至說話的聲音、他的用語、
詞彙、表達的技巧、臉上的表情，都會影響我們對這個人的印象、觀感，
雖然第一印象許多時候有可能會產生誤導，
對這個人的瞭解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準確，可是很少有人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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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我們會非常在意我們的打扮、外在的舉止是否光鮮亮麗？
難怪我們會非常在意我們的打扮
外在的舉止是否光鮮亮麗
是否給人第一個好的印象？這些雖然是正確的，但是請注意，
 表象跟實質如果完全
表象跟實質如果完全一致那是最好
致那是最好
 但是我們必須要承認，在實際的生活當中，這兩者有的時候是有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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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問一個問題說：請問上帝會看外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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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貌待人之所以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乃是在於說它是一種偏心的行動，
是一種歧視，講得嚴重一點的話。
它所涉及的不僅是人際的互動，它也可以用在法庭的判決上，例如：
利十九15 神提醒以色列百姓說：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
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
在這邊其實是一個很全面的教導：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們要特別去看重那些弱勢團體，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們要特別去看重那些弱勢團體
替他們爭權利，爭他們的利益，從某個角度來講不錯
 但是真正的公平，是不管他的身分地位如何，
是真正的公平 是不管他的身分
何
我們應該先看的是到底事實是什麼？到底按公義審判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這個
所以偏袒富人當然錯誤 那麼偏袒窮人難道就有道理嗎
所以偏袒富人當然錯誤，那麼偏袒窮人難道就有道理嗎？
從真正公平的角度來講，應該是任何一方都不偏坦才對。

熟悉聖經的人大概很快就會想起
熟悉聖經的人大概很快就會想起，
當上帝差遣撒母耳去膏立大衛作以色列君王的時候，
那個時候撒母耳只 道要膏耶 的 個兒子來作
那個時候撒母耳只知道要膏耶西的一個兒子來作王，
可是他還不曉得是誰。
聖經記載說當他看見耶西的幾個孩子裡面的老大叫作以利押的時候，
這個 長得 高大 英俊 就以為是他
這個人長得又高大又英俊，就以為是他；
當撒母耳還不知道如何作決定的時候，上帝的話臨到他身上說：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十六7) 。
然而，許多人的人生經驗告訴我們說，
因為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很難不看外表的，
甚至我們常常是用外表來推測一個人內在的光景。
但是我們要感謝上帝，感謝主，
因為只有公義的神祂鑒察人的心腸肺腑 (詩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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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裡面上帝教導祂的百姓要如此行，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它的理由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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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偏待人」的教導，雅各在這卷書信當中有相當深刻的描繪。
10‐11，雅各就已經先提到，他說：我們在世的日子，
像我們已經讀過的 一10‐11
升高或是降卑其實都是暫時的，富貴榮華轉眼消逝，它像什麼呢？
雅各用了這個比喻來描述，他說好像「草必枯乾，花必凋謝」一樣，
而這一切的美容、外在美好的容貌形像，很快就消沒了，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雅各書第二章 可以分成兩大段落，第一大段落是 1‐13，第二段落是 14‐26。
當雅各在 二1 一開始點出問題時，所講的就是我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開始點出問題時，所講的就是我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他一下子就點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信耶穌，跟人際互動當中的偏見、歧視、按外貌待人，
其實是二者不相容的，二者是不能夠並存的。
按外貌待人就是偏待人，可是神是不偏待人的，上帝從來不會
按著人的身高 膚色 社會地位 財富的多寡來決定要如何對待這個人
按著人的身高、膚色、社會地位、財富的多寡來決定要如何對待這個人。

雅
雅一9‐11(新譯本)
新譯本 卑微的弟兄應當以高升為榮；富足的也不應該以降卑為辱；
卑微的弟兄應當以高升為榮 富足的也不應該以降卑為辱

因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過去。 太陽一出，熱風一吹，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它的美容就消失了；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經營中這樣衰落
它的美容就消失了；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經營中這樣衰落。
這似乎是打了一個基礎，因為我們如果按外貌待人的話，等於是把那變幻無常的東西，
當成了一個絕對的標準，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思考的方式，
也是人很容易無形之中所陷入的一種陷阱、困境。

我們看主耶穌祂自己的榜樣如何：祂在世上只有三年半公開的在巴勒斯坦服事，
可是在短短的三年半當中 祂接觸的人非常的多
可是在短短的三年半當中，祂接觸的人非常的多，
如果耶穌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那麼主耶穌的言行舉止，
當然就讓我們可以看見是神心意的一個顯明。
耶穌對猶太人的官尼哥底母、對撒瑪利亞井旁的婦人、
甚至那個行淫的時候被捉拿的婦人，
對這三種不同的人，其實耶穌的態度都是一樣：
對這三種不同的人，其實耶穌的態度都是
樣：
尊重他們，而且對他們是很有禮貌的互動。

第一章 已經先打下了基礎，然後接續下去的就是雅各在 第二章 的教導，

除了 第二章 繼續說明之外，雅各還在
繼續說明之外 雅各還在 第四章、第五章，
又針對這個主題，做了進一步的教導，我們後面還有機會再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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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個管會堂的睚魯，
或是在眾人當中偷偷的要去摸祂衣裳繸子，認為只要摸到耶穌衣裳的繸子
就可以得醫治的那個患血漏的婦人，
雖然後來她這個偷偷摸摸的行動被發現，
耶穌其實對他們的態度都是一樣。
對那一個貧無立錐之地的瞎子巴底買，
或是對那個富有的少年官，主耶穌不會因為他們社會的地位，
還有外在穿著的差異，對他們有什麼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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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在這邊舉了有三個人或是三種人：
第一種人是有錢人，出現在會堂，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的衣服，
第
種人是有錢人，出現在會堂，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的衣服，…
不折不扣就是有錢人，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從頭到腳都是名牌，而且全身的打扮，
不是用幾千塊就可以打發的，而是可能是幾十萬，甚至可能是更高。
第二種人雅各說是窮人，穿著骯髒、非常的破舊的衣服，
不僅不體面，甚至可能還身上發出濃濃的怪味，讓人看到就退避三舍。
會堂是猶太人敬拜的地點，特別是當聖殿被毀、被擄歸回之後，
會堂是猶太人敬拜的地點
特別是當聖殿被毀 被擄歸回之後
開始發展出來的一個敬拜的地點，不僅是猶太人敬拜的地方，
也是基督徒敬拜的地方 因為早期的基督徒在血統上 絕大多數都是猶太人
也是基督徒敬拜的地方，因為早期的基督徒在血統上，絕大多數都是猶太人。

所以雅各在教導這樣子真理的時候，
所以雅各在教導這樣子真理的時候
接下去就舉了例子來加以說明：
雅二2‐4 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
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
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裏」，或「坐在我腳凳下邊。」
又對那窮人說：
你站在那裏」，或 坐在我腳凳下邊。」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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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這兩個人一前一後進到會堂裡面，我們看到有第三類的人來面對他們，
這第三類的人就是會堂裡面的招待，當然主要就是指的基督徒；
在這邊其實不單是指著好像是擔任扮演招待角色的人，
可能在當時教會裡面已經相當普遍的一種反應。
這兩種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不 樣 教會裡的人對富人說「請坐在好位子上
這兩種人受到的待遇完全不一樣，教會裡的人對富人說「請坐在好位子上」，
對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是「坐在我的腳凳下」。這是明顯的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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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教會裡面，有一個婦人她做了一個實驗：找一個她自己很陌生的教會，
這個教會卻是都是中上階層的人，非常體面
這個教會卻是都是中上階層的人，非常體面。
第一週她就穿了一件不太合身的舊衣服，穿著破舊的鞋子，…就是全身打扮
讓人看了就是覺得怪，讓人覺得不想去接近她。
她想要觀察教會的人會怎麼樣來對待她？果然不出她所料，
有人就看她一眼，就這樣，但是不太想跟她有什麼互動，大多數的人似乎把她
當作不存在，結束的時候，牧師當然都會跟來參加禮拜的人握手，
那牧師跟她握手也是一種敷衍似的跟她握個手，…這是她第一週的境遇。

雅各既然在 第二章 放在他的教導當中，而且是非常強烈的提出來，
很可能在當時的教會裡面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也不是單單一個地方，偶爾發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雅各所責備的不是特定的對象，而是教會當中，恐怕是一個常見的錯誤現象，
應該是被更正的；而且這個問題有可能並不是單單發生在訪客的身上，
因為「以貌待人」以致於給予差別待遇，這是在教會當中，
有可能在肢體之間 在弟兄姐妹之間也會產生的 個結果。
有可能在肢體之間、在弟兄姐妹之間也會產生的一個結果。
會不會在教會當中，我們日常的運作，許多事務的處理的原則，
無形之中變成是這樣的狀況呢？用世俗的價值觀 來決定肢體的價值？
無形之中變成是這樣的狀況呢？用世俗的價值觀，來決定肢體的價值？
 有錢的、有學問的、社會地位高的、恩賜才幹過人的，看起來比較有價值？
 至於客觀條件差的、對教會不能有什麼貢獻的人，就沒有什麼價值？
如果我們真的是這樣子的話，這樣的思想其實不是從神來的，
而且在肢體的團契、同心的敬拜跟事奉，都會產生攔阻。
所以到了 第四節 雅各就說：
二4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

第二週她就改裝了：一頭時髦的頭髮、昂貴的洋裝、刻意的披上皮草，戴著珠寶、
第二週她就改裝了
頭時髦的頭髮 昂貴的洋裝 刻意的披上皮草 戴著珠寶
鑽戒、擦著香水，珠光寶氣，顯示出刻意表現出的氣質，牧師跟她打招呼的時候，
當然是表現出非常非常熱切的歡迎，跟她握手說「第一次來我們教會吧？
盼望下一次再看到妳，您貴姓哪？」婦人其實本來就是有目的而來，
她就說「我不是第一次來，我上週來過，…上次就是故意穿得很邋遢，
你跟我握手的時候，只是跟我敷衍 下 所以我不會再來了 」
你跟我握手的時候，只是跟我敷衍一下。所以我不會再來了。」
是不是在教會當中，不知不覺也會用一種差別待遇，來對待外表看起來不太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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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以貌待人的時候，其實你們已經在心中給人做了一種階級的區分，
這就陷入 種論斷的罪 自己以為可以很正確的判斷 個人真實的品質，
這就陷入一種論斷的罪—自己以為可以很正確的判斷一個人真實的品質，
就是用外貌來斷定，進而給予人一種獎賞或是懲罰。
雅各說你們心裡所隱藏的，不就是這樣子的一種可怕的念頭嗎？…
單從外表來判斷一個人，很可能會犯下大錯。
各位當然請不要誤會，我們的意思不是說根本不要看外表、
外表可能 點重要性都沒有 絕對不是如此
外表可能一點重要性都沒有，絕對不是如此。
甚至有人帶出很極端的結論，認為說我們自己也不需要太注意我們的外表，
真正關鍵還是在於內在的品質 我們應該不至於得到這樣的 個結論
真正關鍵還是在於內在的品質，我們應該不至於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雅各接下去說：雅二5 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
神的確是這樣做的，十二個使徒當中豈不都是窮人嗎？
連雅各書的作者雅各自己本身也是出身微寒，
舊約裡面的士師記 神所揀選成為祂僕人的士師
舊約裡面的士師記，神所揀選成為祂僕人的士師，
原來幾乎各個都是無名小卒，也都是出身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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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個人有可能在物質方面是貧窮的，
但是在信心、信德方面卻是富足的，
因為信心富足的人，會時刻的支取上帝的應許、
上帝豐富的恩典跟能力，不僅自己可以經歷上帝的大能，
別人也會因為他而信心堅固。
所以一個人可能在物質上是貧窮，
但是他卻不折不扣是上帝國度的繼承人，而且是與基督同作後嗣的。
在曠野當中已經生活四十年的摩西，是一個窮人，
從血統來看他是奴隸之子 因為殺了埃及人而成為亡命之徒
從血統來看他是奴隸之子，因為殺了埃及人而成為亡命之徒，
此刻他的工作是牧羊，志氣幾乎是消磨殆盡，
上帝向他顯現之後，使他的信心就成為富足。
雅各在這邊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上帝揀選了世上貧窮的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
讓他們可以承受那些神應許給愛祂之人的國。
但願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可以經歷這樣豐盛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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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我們敬拜你！
我們要向你承認 的確在不少的時候
我們要向你承認，的確在不少的時候，
我們也會陷入以外貌待人這樣的錯誤當中。
謝謝主，藉著雅各的信息讓我們看見，這不是只是一個軟弱缺陷而已，
而是跟我們所信靠的福音是不相容的，
甚至嚴重 點來說 這是得罪你的事情
甚至嚴重一點來說，這是得罪你的事情。
但願我們因為真正的認識那不偏待人的神，
主啊，我們就有那一個真正的公平跟公義在我們的心中，
我
那
真
平
義 我
中
讓我們與人互動的時候，或甚至在教會當中在社會裡面，
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我們真的不是用人的外貌來斷定他的價值。
求主幫助我們更多用你的眼光來看人，
以致於我們就知道如何行在你的旨意當中。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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