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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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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那先前忍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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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接近結束的時候，再一次提到—信徒要忍耐，而「忍耐」一詞在這段經文裏

一共出現了六次。這一段經文的信息跟第一章的教導可以說是相互輝映。

第一章裏面講到在百般的試煉中要忍耐、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等等。

忍耐 直是人生格言的重要內容忍耐，一直是人生格言的重要內容，

譬如說：忍字心上一把刀、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些教導、這些格言，都是要幫助我們要增進個人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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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教導 這些格言 都是要幫助我們要增進個 的修養

有的人更把它當作是邁向成功的保證。

對基督徒而言，我們的生活當中到底能不能呈現出忍耐的特質呢？

甚至基督徒向神禱告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有的時候也失去了這個特質？甚至基督徒向神禱告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有的時候也失去了這個特質？

有人開玩笑：一個基督徒向上帝禱告，向神求忍耐、耐心，但是也顯得不太有耐心、

不太有忍耐，他說：「神哪，求你把忍耐賜給我，但是我現在就要！」

實在是沒有什麼忍耐！如果你向上帝禱告說：神哪，把忍耐給我的話，

那個需要被提醒的大概就是羅五1‐5「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相合；我們又藉著祂 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得與神相合；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在 」

所以如果你禱告求神給你忍耐的話，你要注意這是非常危險的禱告—
你等於向上帝說：「上帝啊，把患難給我！患難給我！」

這樣的話忍耐才能夠產生出來。不過保羅在羅馬書這邊還沒有講完，

他接下去說：「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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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所以忍耐其實是很重要的。

可是忍耐到底從哪裏來？我們來看看雅各怎麼說...
雅各書其實就是寫給那些正在受苦中的肢體，雅各書其實就是寫給那些正在受苦中的肢體，

以神的心意來鼓勵他們、堅定他們的心志。

忍耐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到底忍耐什麼？

其實雅各在這段經文裏面他用了兩個字，當然中文都翻成忍耐。

7‐10他用的makrothumeo講到的是對人的，

林前十三4愛是恆久忍耐 比較偏向的是寬容的意思林前十三4愛是恆久忍耐，比較偏向的是寬容的意思

弗四2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忍耐跟寬容是連在一起的

帖前五14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帖前 我們又勸弟兄們 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勉勵灰心的人

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固然看到很多不合自己的意思，甚至不合真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但是不要忘記 有的時候是需要忍耐的 或是說真的很需要寬容但是不要忘記，有的時候是需要忍耐的，或是說真的很需要寬容。

寬容不是贊成錯誤的思想、說法、或是作法，而是說在禱告，在盡力去改變的同時，

這當中我們需要有一些寬容的心，因為有的時候寬容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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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我們需要有一些寬容的心，因為有的時候寬容忍耐，

也是讓一個人成長或是生命改變的，至少從人的角度來講是動力之一。



十一節用了另外一個字叫作 hupomeno，這個是對環境的，

也就是說在困境之下、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意志。也就是說在困境之下、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意志。

譬如：羅八25「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聖經裏面讓我們看見，有可見的層面跟看不見的層面，到底哪一個比較真實？

對一般的人來說，當然可以看得見的是比較真實，

可是聖經讓我們看到：如果它是基於神的應許、是出於上帝的話語，

雖然 時還沒有看到它的成就 但是它的真實性卻是比那可看見的更加的大雖然一時還沒有看到它的成就，但是它的真實性卻是比那可看見的更加的大

帖後一4我們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

這一切都讓我們看到就是在環境不盡如人意，事實上是因著堅定的倚靠跟隨們 就 環境 靠 隨

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患難逼迫當中，有那種堅忍不拔的特質。

所以就在這短短幾節的聖經裏面，他用了這兩個字，

一方面講到的是對人、一方面講到的是對環境，

對人比較多是指寬容

在環境、甚至在逼迫患難的當中，是堅忍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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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甚至在逼迫患難的當中，是堅忍不拔

而忍耐是上帝的屬性，因為神是不輕易發怒的神。

如果上帝跟我們一樣沒耐心，我不曉得人類能不能存在那麼久？

在舊約裏面，上帝使用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舊約裏面，上帝使用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每碰到什麼困難，以色列人的反應就是埋怨、一點耐性都沒有。

我們看見神也曾經動過怒，若不是因為上帝的僕人摩西因為真的認識神、

抓住祂的應許，又因為他愛以色列的眾百姓的緣故，來為他們向上帝祈求，

若不是如此的話，以色列人不曉得已經被毀滅了幾次了。

「上帝有豐富的恩慈 寬容 忍耐 祂的恩慈其實是要帶領我們悔改羅二4「上帝有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祂的恩慈其實是要帶領我們悔改，

所以忍耐當然不只是神的屬性，它也應該是基督徒要有的生命的特質。

在這一段的經文裏面，他舉了三個榜樣讓我們來深思在這一段的經文裏面，他舉了三個榜樣讓我們來深思…
1.農夫的例子：各位想想有哪一個農作物，是可以一夜之間收成的？沒有！

更嚴重的是農夫完全沒有辦法掌控天氣，

沒有雨水，農作物就沒有辦法健康的成長

雨水太多，有可能使農作物泡在水裏面而無法收成

霜害 冰雹 還有過多的日曬 都可能會傷害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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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害、冰雹、還有過多的日曬，都可能會傷害農作物，

所以等候農作物的生長是需要時間的、更需要耐心，不能夠揠苗助長。

猶太人從秋天開始耕種，秋雨就是十月、十一月所下的雨，具有鬆土的作用；

春雨就是每年的三月到四月，則是有助於收成的豐碩。因此從耕種到收成，春雨就是每年的三月到四月，則是有助於收成的豐碩 因此從耕種到收成，

要等候好幾個月的時間，要付出勞力的代價，既要鬆土除草、還要灌溉施肥。

總而言之，一路上都要耐心的等候。所以舊約每一次提到秋雨春雨的時候，

它後面都會加上之福，「秋雨跟春雨之福」，都在強調上帝的信實。

申十一13‐14「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

盡心盡性事奉他 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盡心盡性事奉他，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

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

這段經文你看祂必按時降秋雨春雨，是強調神的信實。這段經文你看祂必按時降秋雨春雨 是強調神的信實

坦白說，所謂的靠天吃飯，老天爺當然是有位格的上帝，

若非祂的供應，人其實是很難生存的。

但是我們也看見，能夠讓榖物生長的、農作物生長的，人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

上帝賜下種子、生命，還有賜下陽光、雨水、以及各樣客觀的條件，

雖然人是辛勤的在那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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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是辛勤的在那裏工作，

但是上帝所加上的恩典是遠遠超過人所能夠付出的。

當然耕種、努力，也就是說我們要造就、要代禱、要有榜樣，

帶領我們所造就的門徒、對象，讓他跟我們一起有屬靈的操練、一起成長。帶領我們所造就的門徒、對象，讓他跟我們 起有屬靈的操練、 起成長。

如果一個農夫他所有都做了，如果種下去的是石頭、石礫的話，能夠收成嗎？

根本不可能！種子有生命力，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

在等候的過程當中要注意什麼呢？從這一段經文上下文來看的話，

在這個貧困受壓迫之下、所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雅各告訴我們 我們的舌頭格外的需要謹守 免得我們彼此埋怨雅各告訴我們，我們的舌頭格外的需要謹守，免得我們彼此埋怨。

這跟我們在第三章那裏所說到的，控制我們的舌頭是非常重要的，

在持守忍耐的事上，有的時候似乎是不免自艾自憐在持守忍耐的事上 有的時候似乎是不免自艾自憐

有的時候會覺得，好像自己面對的困難比較大，

而其他的人似乎沒有我們那麼樣的辛苦，他們好像比較舒服、比較涼快

一旦這樣想的話，就很容易失去耐心、失去忍耐、陷入埋怨、抱怨的光景當中，

而我們的收成很自然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要小心，彼此埋怨，最終是要面對主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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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小心，彼此埋怨，最終是要面對主的審判。

而我們應該有的是用愛心互相寬容。



五10進入第二個榜樣、或是第二個例子—先知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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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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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是舊約聖經裡面非常獨特的一種職分，

來一也講到說：神在古時、在早期、在過去，或是說他所講的，

主要是指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上帝是透過先知來說話。

先知，其實是作上帝話語的出口。

先知，一般就會想到：他們所講的都是將來會發生的事情。先知，一般就會想到：他們所講的都是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不僅是如此，聖經很清楚地讓我們看到，先知蒙揀選，

主要是作上帝話語的出口，他們所傳講的信息內容，

不單單是講論將來會發生的事情、或是具有末世性、終極性的這種特質，

更重要的是他們所講的信息內容，跟聽聞他們話語的百姓

當時的光景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當時的光景，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有兩方面的職責：

敘述將來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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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將來發生的事情

可能是更重要的，是把上帝的心意傳達出來

他們如何成為忍耐的榜樣、或是見證呢？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他們是因為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苦。第 方面、就是他們是因為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苦。

他們雖然奉主的名說話，但不代表他們都被歡迎、被人所理解、被人所看重，

反而是有更多的機會他們是受到逼迫

在生活的當中我們需要很小心，不要單單以結果來判定一個人的動機跟對錯，

這個當然跟雅各書的信息是一脈相傳的、是彼此呼應的

例如： 個人受苦，並不一定代表他沒有按著上帝的旨意而行，例如：一個人受苦，並不一定代表他沒有按著上帝的旨意而行，

有的時候、甚至我們說可能許多時候，

基督徒受苦，正是因為他的忠心，全然忠於上帝的託付。

這樣的狀況在先知們的身上是格外地貼切，

不曉得你有沒有忍受痛苦的心志，不論是否被諒解、被接納，

願意持守屬靈的原則 等候主的介 使得局勢改變呢？願意持守屬靈的原則，等候主的介入使得局勢改變呢？

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立下榜樣，祂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個苦難的道路，

而祂為我們所立下的榜樣讓我們可以跟隨祂的腳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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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祂為我們所立下的榜樣讓我們可以跟隨祂的腳蹤行

用受苦的心志作為兵器，這跟雅各在五10所說的，也是相互輝映的。

順服上帝不一定帶來順遂，

主耶穌基督順服父神的旨意，結果祂就上了十字架主耶穌基督順服父神的旨意，結果祂就上了十字架

提後三12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受逼迫，絕對不是早期教會才碰到的問題，

甚至很多人會以為說，逼迫是早期教會裡面所面對的外患，

而異端，是早期教會所面對的內憂。

當第四世紀第五世紀之後，這些似乎就逐漸地減少當第四世紀第五世紀之後，這些似乎就逐漸地減少。

事實並非如此，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當共產政權建立之後，

教會所受的逼迫、因為信仰的緣故而付上生命代價的，教會所受的逼迫 因為信仰的緣故而付上生命代價的

或是說二十世紀以來在逼迫當中，因為持守真道而失去生命的，

他們的總和是遠超過前面十九個世紀基督徒殉道人數的總和。

今天其實在世界上有不少的地區，

基督徒依舊因為持守信仰的緣故而受苦。

這些事情其實一樣，就像聖經所說的：是日光之下沒有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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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其實一樣，就像聖經所說的：是日光之下沒有新事，

而在舊約時代當中先知的榜樣就是一個很寶貴的例子。

第二方面、他們用生命的見證來證實所傳的道。

雅各在短短的一節聖經描述的當中，並沒有特別指明是哪些的先知，雅各在短短的 節聖經描述的當中，並沒有特別指明是哪些的先知，

但是如果從舊約來看，這些有可能包含了…
以利亞跟巴力的先知在迦密山上的那個對決，是我們津津樂道的，

他禱告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禱告下雨就下雨。以利亞跟我們一樣性情的人，

可是他對神有信心，他的禱告也經歷到上帝大能的明證。

以賽亞，按照猶太人的傳統來講他是被鋸子鋸死的，以賽亞，按照猶太人的傳統來講他是被鋸子鋸死的，

很難想像那位在舊約時代，被神大大重用的上帝的僕人，

有關彌賽亞預言，相當大的部分是透過以賽亞所領受的，

並且把它傳遞出來，但是他還是用生命的見證

來證實了他所傳的道，他的榜樣是付上了生命的代價。

耶利米 在外邦君王跟自己的同胞手下受痛苦耶利米，在外邦君王跟自己的同胞手下受痛苦。

但以理，為了堅持面向耶路撒冷禱告，而被扔到獅子坑裡面，

但是獅子卻沒有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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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獅子卻沒有吃他

這些先知們都是用自己的生命見證，來印證他們所傳遞的信息。



最後一個雅各所舉的是約伯的例子…
五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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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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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伯到底是什麼時候經歷祝福的？他是在諸般的試煉當中經歷祝福。

一開頭我們就看見，約伯是一個完全正直、而且是一個敬畏神的人，

上帝也祝福他，他不僅兒女成群、牛羊牲畜多到不可勝數，也就是說在烏斯地、

在他在所處的那個時代 約伯是 個大財主 富甲 方 難有人跟他匹敵。在他在所處的那個時代，約伯是一個大財主、富甲一方，難有人跟他匹敵。

但是我們也看見，伯一‐三的記載裡面約伯的困境：兩次遭遇不幸，

因為魔鬼的攻擊緣故、使他失去了財富、失去了兒女、失去了健康，因為魔鬼的攻擊緣故 使他失去了財富 失去了兒女 失去了健康

甚至呢他的妻子雖然存留，但是還是勸他說：「唉，你早點死掉算了！」

不過我們看見，約伯在這一切困境當中、甚至一夜之間失掉所有的一切，

很寶貴的一點就是說，約伯從來不用他的口來犯罪、沒有拿來咒詛神，

反而是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一個真正認識神的人，他屬靈特質的展現不是在平時，或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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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認識神的人，他屬靈特質的展現不是在平時，或是說，

在平時有的時候，我們不一定看得很準、很清楚，而是在困境的當中可以看到。

約伯，聖經說他是個義人，可是這個義人呢卻是受到極多的痛苦，

可見上帝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當中，有更高的美意。可見上帝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當中，有更高的美意。

苦難，不一定是為了懲罰罪惡，

不錯，從整個最大的一幅圖畫來講，苦難跟著罪惡一同進入這個世界，

也就是說罪帶來的是死亡，而在帶來死亡的同時，當然也帶來了苦難。

但是我們看見苦難很多的時候，同時也是一個奧祕—上帝不會無故地叫我們受苦。

約伯也因著苦難 而對上帝有了新的認識約伯也因著苦難，而對上帝有了新的認識。

約伯記四二1‐6
1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1 約伯回答耶和華說：

2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

3 誰用無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

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 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

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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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6 因此我厭惡自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

上帝容許撒但攻擊祂的兒女，但是會限制牠的範圍和力道。

撒但要我們失去忍耐，失去忍耐的例子舊約裡面其實也不少：撒但要我們失去忍耐，失去忍耐的例子舊約裡面其實也不少：

摩西，第一次是擊打磐石出水，第二次上帝說你吩咐，

可是摩西因為急躁再一次地擊打磐石，使得他無法進入迦南地

亞伯拉罕，因為沒有耐心等候上帝的時候，神應許他要生一個兒子，

最後是透過夏甲來生了以實瑪利，造成整個人類歷史的問題跟困境

雅各三次提到「主來的日子近了 合理的解釋 必須要從救恩的角度來看雅各三次提到「主來的日子近了」，合理的解釋，必須要從救恩的角度來看，

基督第一次來臨完成救贖的工作，祂受死、復活，加上聖靈的澆灌

這個世界是已經進入末日了，但是救恩的最高點是基督在榮耀當中降臨，這個世界是已經進入末日了 但是救恩的最高點是基督在榮耀當中降臨

但是末日到底有多長？主何時再來呢？這些卻是我們所不曉得

救恩歷史的下一個事件，就是基督的再來，一直是近了、

主來的日子近了、很快就要應驗了，我們的心中要有所預備，

並且以此作為抉擇的標準，要忍耐、要忍耐，直到主來！

目標就是在等候期待主的再來當中，操練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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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就是在等候期待主的再來當中，操練忍耐，

這個時間不會太長，不會是無止境無指望的等待。

天父，我們再次感謝你—

謝謝你透過先知忍耐的榜樣、

透過約伯的例子約伯的見證，

再 次來激勵我們再一次來激勵我們。

主啊！是的，主來的日子近了，

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但是隨時的預備卻是你給我們的提醒，

而在這過程當中我們需要操練，在這過 當中我們需要操練

在真理的當中、在你的愛中，

不斷地造就自己、並且操練忍耐的功課。

願主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好叫我們在隨刻的預備當中、見你面的時候，沒有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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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恩待引領，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