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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外貌待人
雅各書 第六講…

神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且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國，
這是雅二5 所強調的。如果我們看 來十、十一 講到信心的偉人，從舊約開始，
其實這些人從他們本身的身分來看 他們大概都可以說是貧窮人
其實這些人從他們本身的身分來看，他們大概都可以說是貧窮人，
可是這些人都是在信心的事上是富足的。來十一24 對摩西的描述：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摩西因著信
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27 他因著信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
就離開埃及
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他因著信，就守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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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是一個人在上帝面前可以承受的最大的恩典，也是在上帝的面前，
能夠繼續跟隨祂、事奉祂的一個很重要的根基跟動力。
我們講摩西的時候，比較多強調他是埃及的王子，他在埃及的宮中長大，
但是請不要忘記，他自己真正的身分是奴隸的兒子。
摩西就是因著信，而長大了不願意稱為法老之子，
後面他一連串的行動也都是出於信心的緣故，這些都在印證
雅各在 雅二5 所說的：神揀選了貧窮的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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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我們現在提到他，所講到的都是勇敢的戰士、尊貴的君王，
可是不要忘記大衛原本也是貧窮的，是名不見經傳之農夫的兒子，
用當時的標準來講的話，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
不過感謝神，雖然一無所有，卻是手上有機弦甩石、口中有敬拜的詩歌，
所以在面對歌利亞的時候，大衛可以有勇氣去面對挑戰。
因為就物質的層面來講他是貧窮的，可是在信心的事上他是富足的，
使大衛能夠迎向挑戰並且叫他得勝的 是他向著上帝的信心。
使大衛能夠迎向挑戰並且叫他得勝的，是他向著上帝的信心。
一個在信上富足的人，是可以承擔上帝所託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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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在這邊提醒我們的是，如果在教會當中我們輕看窮人，
這是非常錯誤而且是不智之舉。
 兩千年前並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這是在中世紀晚期之後、
甚至是工業革命之後才興起的一個新的社會階層
 早期初代教會所面對的環境，
除了少數的地主、貴族是富人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是屬於窮人的階層，
其他基本上都是屬於窮人的階層
所擁有的大概也只夠他們基本的生活的需用，
沒
沒有多餘的資源
資源

台灣早期的宣教歷史，不管從南部的馬雅各、或是北部的馬偕，
台灣早期的宣教歷史
不管從南部的馬雅各 或是北部的馬偕
初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非常基層、貧窮的，有社會地位的是少之又少，
似乎也印證了雅各在這邊所說的：上帝揀選那些貧窮的人。
但是感謝神，上帝讓他們在信上富足，也讓他們經歷到在信仰的傳承，
並且在他們的後代使他們提昇社會地位…，這些豐盛的恩典。
如果我們已經是好幾代的信徒，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今天所擁有的
不是因為我們自己努力的緣故，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上帝的恩典。

他們並非因為信耶穌而成為貧窮，
而是他們跟社會上大多數的人 樣
而是他們跟社會上大多數的人一樣；
雅各說：上帝揀選貧窮的人，
使他們在信上富足，而且要使他們承受上帝的國。
使他們在信上富足
而且要使他們承受上帝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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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行徑，這些有錢的人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欺壓貧窮人，甚至可以說欺壓當時的基督徒，
拉他們到公堂裡去，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法庭、法院。
有錢的人輕視窮人，很多的時候是出於驕傲，
他們的策略通常是這樣的：能收買的，就用金錢收買；
不能收買的呢，就加以欺壓；
不能欺壓的呢，就加以貶低輕視、藐視他們；
不能夠貶低輕視的呢，他們就把他們埋葬了。

有錢人所做的是什麼呢？雅各強調的一點就是：拉你們到公堂裡去。
有錢人為什麼那麼喜歡訴訟呢？他們擁有雄厚的財力，
金錢成為他們打贏官司的一種支持，甚至一種信心。
各位不要以為時代改變、進步了，到今天賄賂以致讓司法站在他這邊的情形，
還沒有完全的根除，這是我們無法否認的事實。
還有更糟糕的，雅各進一步講到就是：褻瀆主的名，
二7「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名嗎？」
「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名嗎？
這裡的尊名，指的當然就是耶穌基督的名字。
早期教會的弟兄姐妹 當要受洗歸入基督的時候
早期教會的弟兄姐妹，當要受洗歸入基督的時候，
他們就是奉耶穌基督的名來受洗，這個是信徒所信奉的尊名。

二6 所用的
所用的「欺壓」，指的就是：針對某一個人來運用或是來動用權力，
欺壓」 指的就是 針對某 個人來運用或是來動用權力
徒十38b 曾經出現過，在彼得的所傳講的信息當中，他說：

「耶穌周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祂同在。」
這裡的「壓制」跟 雅二6 所用的「欺壓」是同一個字。
魔鬼的工作是壓制人，而富人許多時候就成了魔鬼手中的工具，來欺壓窮人。
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分辨，不加分辨就向富人諂媚，
這
點我們必須要分辨，不加分辨就向富人諂媚，
不僅愚昧、愚蠢，更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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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13 雅各進一步的要提醒我們：如果按外貌待人的話，他是違反律法的。

然而有那些不敬畏神的富人，對基督徒的信仰去說那些褻瀆的話，
他們看不起基督徒、會嘲弄基督徒信仰的一些內容，包括：
上帝還有兒子？那耶穌的媽媽是誰呢？嘲笑耶穌已經復活的這些信仰…，
這個在早期教會是如此
這個在早期教會是如此，
今天基督徒其實還是會面對有人對我們信仰的這種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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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律法師來問耶穌：「夫子，我應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路十25‐37)。
當然在動機上，這個律法師其實是要抓到告耶穌的把柄，甚至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是以一個相當自以為義，甚至要證明自己有道理的態度來跟耶穌互動；
他問的問題似乎很有道理，沒想到耶穌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
反而問他說：「律法上寫的是什麼？你念的是怎樣呢？」
這個是非常合宜的也是非常厲害的，為什麼？因為這個人其實他應該有答案了，
耶穌也知道他有答案 所以耶穌要他自己回答 他就回答說：
耶穌也知道他有答案，所以耶穌要他自己回答。他就回答說：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8 經上記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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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9 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10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
11 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姦淫，卻殺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12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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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按外貌待人是違反律法的。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雅各是引用了 利十九17‐18：
17 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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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這節聖經其實是更直接的反應出
主耶穌所教導的核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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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認為他回答得非常的正確。沒錯啊，他是律法的專家或是法律的專家，
耶穌認為他回答得非常的正確
沒錯啊，他是律法的專家或是法律的專家，
對於舊約裡面的整個律法的記載可以說是非常的熟悉精通。
所以如果問說要做什麼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這個人其實是有答案的，
所以對於他「愛神愛人」的答案，把整個律法的精神囊括的表達出來，
耶穌非常的滿意，而且對他說：「你就這樣行吧！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
所以愛神跟愛人是神終極的的心意，
所以雅各在這裡說，要遵守這至尊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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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律法的精神、律法的核心是要愛神而且要愛人，
而且愛神不是隨隨便便、嘴巴說說而已，
乃是盡心、盡性、盡力、盡意，
也就是全人的投入、全人的擺上，毫無保留，
這樣子的教導不僅是雅各如此說、主耶穌如此說、保羅也是如此。

我們又會碰到一個考量點：到底「因信稱義」跟「因行為稱義」兩者有衝突嗎？
當然它的關鍵是在於你從哪 個角度來講。
當然它的關鍵是在於你從哪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把行為的表現從律法主義的角度，是以人自我中心的角度來加以詮釋的話，
可以說因行為稱義跟因信心稱義兩者是衝突的
 保羅所說的因信稱義跟雅各所說的因行為稱義，表面上看似乎有衝突，
但是其實是相輔相成，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這兩者是沒有衝突的
因為保羅所講的因信稱義 是指著：
因為保羅所講的因信稱義，是指著：
我們得救的基礎是建立在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付上代價的、
贖
那
稱義
為我們贖罪的那一位耶穌基督，這是因信稱義，
弗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但是保羅並沒有停在那個地方，他還說我們就是神的工作，
是要叫我們得以預備好，去行神所要我們行的事情。
所以，因信稱義一方面是讓上帝工作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還有更寶貴的，是讓這個工作成就的同時，也讓我們可以成為神工作的一個器皿。

強調因信稱義的保羅，對於愛人如己也是有一樣清楚的教導，
羅十三8‐10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
不可貪婪 或有別的誡命 都包在愛人如己這 句話之內了
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律法主義是以自我為中心，而且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了之後拿來誇口，
拿來換取上帝的救恩，聖經從來就不是這樣教導。
但是律法主義有另外一個極端—反律法主義，認為說律法毫無價值，毫無用處，
既然我們已經因信稱義了，這些東西都要把它丟到一邊去。
其實這是另外一個極端，也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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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在 1520 寫過三本很有名的書，闡釋因信稱義的理念，
其中 本叫作《基督徒的自由》，
其中一本叫作《基督徒的自由》，
一開始講了兩句話，很有名：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轄。
但是基督徒也同時是萬人的僕人，受所有人的管轄。」

所以，上帝不需要我們的好行為，誰需要？我們的鄰舍需要！
把愛分享在鄰舍的身上 這就是愛人如己
把愛分享在鄰舍的身上，這就是愛人如己。
加五13‐14「蒙恩得救得自由，是讓我們可以用愛心來互相服事。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 愛人如己』這 句話之內了 」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這跟雅各在這裡所講的信息其實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如果有人說
雅各的信息跟保羅的信息有衝突的話，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這只有斷章取義才會得到這種結論，
只抓住了片面就以為說兩者是有衝突的。

路德非常擅長用看起來是矛盾衝突的思想跟字句，
來表達其實是符合聖經的真理，
來表達其實是符合聖經的真理
所以路德非常強調，他說很多人以為他強調因信稱義，
不要靠贖罪券 靠行為 靠功德得救
不要靠贖罪券、靠行為、靠功德得救，
以為他全然否定了行為的價值，他說他從來沒有。
他否定的是「想要靠行為、靠自我為中心、
遵行律法，去換取救恩」這種錯誤的思想，
他從來沒有否定一個人因信稱義之後，
因為罪得赦免 因為生命改變 因為有了真理
因為罪得赦免，因為生命改變，因為有了真理，
因為有上帝的愛在他的生命當中，而他會行出愛神愛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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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連強調因信稱義的馬丁路德也曾經有過誤解，
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
連強調因信稱義的馬丁路德也曾經有過誤解
 路德早年的時候他是非常不喜歡 雅各書 的，
甚 非常懷 雅各書 的價值，
價值
他甚至非常懷疑
說 雅各書 是「稻草書信」，毫無價值。
 不過路德到了晚年，他比較更多體會出瞭解了 雅各書 的價值，
他就肯定
肯定 雅各書
各 是有它正面的意義。
是有它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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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感謝你！

愛鄰舍的律法跟其他的律法不太一樣，
愛鄰舍的律法跟其他的律法不太
樣
 通常一個人不會因為不愛鄰舍而被控訴
 我們卻可以用這個原則來評估、
甚 來規範我
甚至來規範我們自己

因為你透過雅各書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們不僅不要偏待人，
而且我們如果真明白律法的真義，真明白神的心意，
我們就會在愛人如己的事上 主啊 更多討你自己的喜悅！
我們就會在愛人如己的事上，主啊，更多討你自己的喜悅！
我們如果真的全心的愛你，也真的愛人如己，
我們就不會在與人的互動相處的當中
我們就不會在與人的互動相處的當中，
以貌取人，來偏待人，來歧視人。
求主讓我們更多用你的眼光來看 的價值
求主讓我們更多用你的眼光來看人的價值，
好叫我們行在真理的當中，謝謝主。

也就是說，我們一旦用愛鄰舍這個原則
也就是說
我們 旦用愛鄰舍這個原則
作為我們生命生活的原則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我們帶出健康的、幫助人的行為模式
它
幫 我們帶 健康的 幫
的行為模式
 而且是用一種使人得自由、
積極正面的內在原則來加以發揮的
所以雅各就是基於這個原因，
把律法稱為是至尊的律法，是全備使人自由的律法。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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