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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之一

雅各書─ 被馬丁路德稱為草木禾稭，

但事實上它告訴我們

行為很重要，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這是當我們在讀雅各書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作者‧時間地點 ‧受信者 ‧特色

一1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

太10:2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太十3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可十五40 內中有又有小雅各…
耶穌的兄弟雅各

耶穌在世上傳道的時候，他並沒有信主，

耶穌復活以後，向他的兄弟雅各顯現 ─ 林前15:7

雅各信了耶穌，成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被稱為教會的柱石

這卷的作者是耶穌的兄弟，是被教會傳統所認定的。

徒十二1-2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

‧作者‧時間地點 ‧受信者 ‧特色

在聖經裡他出現過好幾次，

特別因為他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之一。

保羅信主以後，到耶穌撒冷的時候，

曾經拜訪他、稱他作使徒
保羅跟巴拿巴為了要在外邦人中傳福音，

特別到耶路撒冷和雅各、彼得、約翰

行右手相交之禮 ─ 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認同保羅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中傳福的職分

使徒行傳十五章耶路撒冷大會，

對於外邦信徒應該要領受、學習的，

雅各做了會議最後的總結，

然後由他起草，給外邦人寫了一封信



‧作者‧時間地點 ‧受信者 ‧特色

雅各 ─ 耶穌的兄弟，寫雅各書的時候，

並沒有講「我是耶穌的兄弟」

講的是「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

當我們信了主，屬靈生命展開…、看見這個信仰的寶貴、

看見主所賜不只是今世還有永生之福。

雅各看重跟主關係屬靈的層次，遠超過在肉身跟主的關係。

好像保羅，每次在書信開頭的時候，總是以

「做耶穌基督的僕人」

做主的僕人是何其的榮耀的事情！

相信所有服事主、跟隨主、信靠主、神的兒女，

實在知道服事獨一真神 ─ 主耶穌基督，

是人生最大的福氣。

奴僕

‧作者‧時間地點‧受信者 ‧特色

一1 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他自己在耶路撒冷，

問候在外地的十二支派、猶太的基督徒。

寫作的時期有兩種說法，

早期 ─ 主後四十五到五十年

第二章 ─ 信心與行為的討論，

暗示「因信稱義」的真理，有一些人有一些人沒有正確的明白沒有正確的明白，，

這樣的情況大概是在保羅傳道初期、

雅各還沒有機會聽到保羅所說因信稱義涵義的時候；

耶路撒冷大會在主後的四十八或是四十九年，

在這之前如果雅各寫了雅各書，

就是他還沒有跟保羅見到面。

‧作者‧時間地點‧受信者 ‧特色

寫作的時期有兩種說法，

晚期 ─

主後六十二年，雅各殉道之前寫成。

那個時候有些人明白了保羅的教導，

但是被世俗的思想所影響，

或說是變的世俗化 ─

有信心就好了、行為不重要
這樣的思想瀰漫在當時的教會，

所以雅各就有所責備。

我們以接受早期成書，是比較妥當的說法。

‧作者 ‧時間地點‧受信者‧特色

這是一封公開信，

受信者 ─ 住在十二個支派的猶太基督徒。

當司提反遇害的時候，一些信主的猶太人

離開耶路撒冷，住在羅馬帝國的各地，

他們向同族的猶太人來傳福音。

有一些猶太信徒，

認為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滿足所有的要求了，

他們的生活、見證，跟信心、信仰沒有發生關係。

這樣的一個情境，雅各書是一卷

非常實用、關乎生活的訓誡、教導，

鼓勵基督徒在生活當中，

表現出對信仰真實的承諾。



‧作者 ‧時間地點‧受信者‧特色

如果曉得 ─ 我們所信仰的對象是真神、上帝，

是拯救我們、為我們付出捨命代價的耶穌，

進入的是永生的國度，

就應該正視、嚴肅的看待這個信仰！

否則聖經上所有的教導，好像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我信了，怎樣生活是我的事」，信仰歸信仰、生活歸生活，

這不是一個真正有信仰實際生活的見證者。

希伯來書看到古人，那些美好的信心見證人，

因著信行出了合神心意的事、領受神的託付、完成使命；

一直到今天，我們都在這樣的信仰旅程中。

信心跟行為的關係，這卷書裡有非常重要的教導 ─

信心跟行為一定是要同行並進的。

‧作者 ‧時間地點‧受信者‧特色

羅六15 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

斷乎不可！

加五10 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猶太人很清楚舊約律法，當他們想到說 ─

「我現在信了耶穌，我就脫離律法的轄制了！」

不要濫用自由，

火車行在軌道上是最重要的 ─ 才能到達目的地

脫離了軌道 ─ 就有很大的問題發生

基督徒的行為，

依然要守愛的律法、基督的律法、

使人自由的律法的管束。

‧作者 ‧時間地點‧受信者‧特色

雅三10-11 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裡出來！

泉源從一個眼裡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

在患難逼迫下的信徒，需要受安慰、重新得力；

雅各書幫助我們在貧窮的壓力之下、

在逼迫中卻不與世界妥協的基督徒，

雅各書成為即時的安慰。

每天生活我們需要有從主來的智慧，

需要了解基督徒的語言 ─ 不是基督徒的術語…
是有神的恩典、神的愛在其中，

每日生活中的智慧言語、生活、道德上的教導，

告訴我們 ─ 特別被這世界迷惑了心眼、

被這世界帶走，有危機的基督徒，

雅各書中有非常清楚的提醒。
我們必須從神的話語當中，得著生活的指引。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雅各書─ 比較少談教義，

直接進入實際生活的教導。

保羅書信會很明顯的看到，

保羅總是在前面把神的心意講的非常清楚，

然後帶入生活，

羅馬書一到十一章 ─ 教義的教導

十二章 ─ 獻身體為活祭

以弗所書前三章 ─ 教會、講到神的心意

第四章 ─ 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生活倫理的教導

雅各書直接進入實際生活的教導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作基督徒不是只有禮拜天的早上兩個小時，

坐在禮拜堂裡…，非常的高興；

牧者告訴他們：

「不要愛世界，愛世界的人愛父的心就沒有了。」。」

他聽完道，說：「明天我就要去愛世界了！」

信仰只在那兩個小時、在禮拜堂裡嗎？當然不是！

基督徒的生活是融在每一個情境當中

基督徒信仰的實踐是不分場地跟時刻的

不是在禮拜堂作聖徒、到了社會就同流合汙，

主從來沒有教導我們這樣…
我們的生活跟神的話語是密切相連的，

神的話時刻在我們生命中作引導、作路上的光。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雅各書就是告訴我們 ─該如何行，

把律法的精義、愛人如己的教導，

很清楚告訴我們。

雅各書主要就是告訴我們如何行道，

當牧者告訴我們要有信心，我們就會問 ─ 怎樣有信心？

當牧者告訴我們要謙卑，我們就說 ─ 怎樣才能謙卑？

你要指引一條路，告訴我該怎麼做做、怎麼行行……
這些教導非常重要，

但我仍迫切想要知道 ─ 我該如何行。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一50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 跟神求

三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

要求從神來的智慧、從主來的見識

四10 你們中間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

人跟人之間爭權奪利、爭戰鬥毆，沒有休止的一刻

五13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 表示有人在受苦

五19 你們中間有失迷真道的呢？ 表示有人真的脫離了正軌

雅各不斷的講 ─ 「你們中間、你們中間」，

那就是群體生活。

雅各不斷提醒、告訴，我們中間會發生的事，

在第一世紀、在他們中間會發生

在二十一世紀、在我們中間也會發生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義的成全

針對猶太人想靠律法、

靠行為來得救；

告訴他們因信稱義

才能領受救恩

佈道家 ─ 創十五章

亞伯拉罕因信稱義

上下文 ─ 悔改前的行為

保羅因信稱義 雅各信心與行為

義的彰顯

對行為你們是忽視的，

只把信心當作教義；

強調行為的重要

牧者 ─ 創二十二章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行為，

帶出信心、帶出稱義

上下文 ─ 悔改得救後的行為

得救不是靠人的行為

但得救的人必須要靠著行為

見證他是一個得救的人

互補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雅各很會講比喻─

用淺顯、實踐的比喻，帶出很深屬靈的意義。

非常多溫暖跟愛，重覆的說「弟兄們、親愛的弟兄們」。

一60- 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一10- 用花草比喻屬世的虛榮，不能長存

一23- 用照鏡子比喻聽道不行道，轉身離開就忘記

二26- 用身體與靈魂比喻信心與行為之關係

三3-6 用馬的嚼環、船的舵、火…比喻舌頭

四14- 用雲霧比喻人的生命，出現少時就不見

五30- 用金銀長鏽比喻為富不仁

五70- 用農夫等候出產比喻信徒的忍耐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雅各書跟福音書的一些經文非常的相近：

● 雅一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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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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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七7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 雅一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 太二一21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疑惑，

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所行的事，還能行很多行很多其它的事其它的事。。

● 雅二8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

● 太二二37 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作者 ‧時間地點 ‧受信者‧特色

這必須當我們在神的話語上比較熟了，

當在讀這一段的時候，

腦子裡就會出現另外一些神的話，

然後兩相對照，

就會發現思想非常的近。

感謝主，當我們讀經的時候，

透過不同的年代、

透過不同的作者，

卻告訴我們生命、生活的準則，

因為這都是神所默示的話。

雅各書跟福音書的一些經文非常的相近：
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何等需要你的教導；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你為我們開了出路 ─

你不單告訴我們真理，

你也告訴我們如何行這些真理。

透過你的僕人各樣的著作所寫下的經卷，

我們為著能夠領受雅各書的教導，

向主獻上感謝。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