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Fall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 --- 雅各書第一章（一）

張瓊濱牧師 9/15/2019

雅各書和彼得前後書簡介：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彼前 2:2）
雅各書和彼得前後書不是寫給某一個特別的教會，乃是寫給當時散佈在各處的眾教會的，
統稱為普通書信，這三卷書都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面對人際關係的問題，難
處，和試煉當中，要如何堅守信心，勝過試煉。以敬虔的生活，活出對神的信心，學習基
督的樣式，成為聖潔。在現今這個世代，雅各和彼得對當時信徒的教導，正是我們需要學
習和操練的功課。他們宣講的話，堅固我們的信心，規範我們的行為，活潑我們的盼望，
因為我們是被神所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是神聖潔的子民。我們當活出神在我們身
上的旨意。
主日學課程安排
9/15/19 James 1 雅各書第一章
9/22/19 James 2 雅各書第二章
9/29/19 James 3 雅各書第三章
10/6/19 James 4-5 雅各書第四-五章
10/13/19 1 Peter 1 彼得前書第一章
10/20/19 1 Peter 2 彼得前書第二章
10/27/19 1 Peter 3 彼得前書第三章
11/3/19 1 Peter 4 彼得前書第四章
11/10/19 1 Peter 5 彼得前書第五章
11/17/19 2 Peter 1 彼得後書第一章
11/24/19 2 Peter 2-3 彼得後書第二-三章
第一講
雅各書簡介
雅各書簡介和雅各書第一章
簡介和雅各書第一章
這堂課將介紹雅各書的背景、作者，寫作時間和地點，寫作對象、寫作目的、主題 ，分段，以及
開始查考第一章的信息。

雅各書簡介

一、 雅各書教導我們什麼功課？
雅各書教導我們什麼功課？
雅各書內容廣泛，但最重要的是教導基督徒，真實的信心是要能活出信心的行為，如何在言語，
禱告，面臨試探時，做智慧的選擇，過正確的基督徒生活。
雅各書教導我們：
1. 基督徒應該分辨試煉和試探的不同，但經歷試探和試煉時，知道如何向神求智慧，持守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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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實的信心是表現在好行為和照顧窮人身上，必須以愛的方式行出來才是活出信心的表現。
3. 基督徒最難控制的是口舌和話語上，基督徒必須學習控制自己的舌頭。
4. 教會的爭端，必須要以彼此相愛互相扶持的心來對待，才能教會的合一。

二、

作者，
作者，寫作時間，地點，對象
寫作時間，地點，對象
耶穌年幼的弟弟雅各（太13:55, 加1:19）耶穌在世時，他仍然未信耶穌是神的兒子（約7：
5）耶穌復活後，才接受耶穌，雅各後來成為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徒1:14 , 15:13 , 21:18)。
雅各書勸勉當時教會基督徒的一些教導，值得我們現代信徒的借鏡。雅各在主後大約45年左
右，在耶路撒冷寫信給司提反遇難後，散住在各處十二個支派的猶太人。很可能是新約聖經
中最早寫成的一卷書。

三、 背景：初代教會的信徒境況
當時的基督徒正面對以下的多種困難﹕
1. 猶太籍的基督徒受迫害﹕整本書無論是收信人（1:
猶太籍的基督徒受迫害﹕整本書無論是收信人（1: 1）¸對律法的看重（
1）¸對律法的看重（1:
）¸對律法的看重（1: 25¸
25¸2:
12）¸提到「會堂」（
12）¸提到「會堂」（2:
2:
2）等等都帶有帶有濃重的猶太色彩。而忍耐和試煉明顯是主題
2
）等等都帶有帶有濃重的猶太色彩。而忍耐和試煉明顯是主題
）¸提到「會堂」（
之一（1:
之一（1: 2-2-15¸
15¸5: 7-12）¸顯然讀者有面對苦難的問題。
12）¸顯然讀者有面對苦難的問題。
2. 貧富懸殊的社會﹕基督徒之間出現重富輕貧的問題（2:
貧富懸殊的社會﹕基督徒之間出現重富輕貧的問題（2: 1-1-3）¸許多人因錢財而驕傲
（5: 1）。從當時
1）。從當時歷史
）。從當時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看來¸四散的基督徒流落在不同的地方¸他們基本上是比較貧
背景看來¸四散的基督徒流落在不同的地方¸他們基本上是比較貧
窮的。
3. 教師之間的紛爭﹕有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有智慧和知識¸可以教導別人¸卻帶來教會內許
多嫉妒紛爭（3:
多嫉妒紛爭（3: 1-1-18）。
18）。
猶太基督徒開始受迫害之後（徒8:1
猶太基督徒開始受迫害之後（徒8:1）¸他們四散各地¸面對不同的困難處境¸不難想像
8:1）¸他們四散各地¸面對不同的困難處境¸不難想像
雅各作為教會領袖寫信教導和鼓勵他們。
四、 寫作目的：
寫作目的：
1. 教導和鼓勵初代教會猶太信徒，當在不同困
教導和鼓勵初代教會猶太信徒，當在不同困境，
當在不同困境，面臨試
境，面臨試煉和試
面臨試煉和試探時，有從神來的真智
煉和試探時，有從神來的真智
慧，仍然持守信心
慧，仍然持守信心，活出信心的行為，並且
仍然持守信心，活出信心的行為，並且警
，活出信心的行為，並且警醒等待主的再來。
2. 解決教會的紛爭與困擾，警告和指責教會重富輕貧、欺壓窮人的行為。勸勉信徒實踐因
真信心帶出的行為。
五、主題
五、主題
雅各從基督徒的⻆度，討論基督徒當時面對的各樣問題包括：試煉
雅各從基督徒的⻆度，討論基督徒當時面對的各樣問題包括：試煉與
試煉與試探，聽道與行
試探，聽道與行
道，嫌貧
道，嫌貧與愛富，信心與行為，
與愛富，信心與行為，頌讚與咒詛（勒住舌頭）
富，信心與行為，頌讚與咒詛（勒住舌頭），善行
頌讚與咒詛（勒住舌頭），善行與
，善行與偏見，言語與
偏見，言語與智慧，
驕傲和謙虛，判斷與
驕傲和謙虛，判斷與爭論，自誇與
爭論，自誇與忍耐，禱告等不同的主題。
六、分段
六、分段：
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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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好像是一篇講道，或是一部格言集，也稱為新約中的智慧書。有各種不同的分段
雅各書好像是一篇講道，或是一部格言集，也稱為新約中的智慧書。有各種不同的分段
方式。其實第一章就已經包含了整本書的主要論點：

3:1-12 (1:26)
3:13-18 (1:5)
4:1-10 (1:8)

偏待人，和自由與愛的律法
信心和行為
管住舌頭
真假智慧
呼籲心懷二意的人悔改

5:7-11 (1:3-4)
5:12 (1:22-25)
5:13-18 (1:5)

忍耐、等候主的再來
言行一致
禱告

2:1-13 (1:27, 1:25)
2:14-16 (1:22-24)

4:1-12 (1:19-20)
4:13-17 (1:10-11)

5:19-20 (1:16)

反對彼此論斷
人生的短暫

挽回犯錯誤者

雅各書第一章：
一、 稱呼與問候（1:
稱呼與問候（1:1
1:1）
二、 外在的試煉（
外在的試煉（1:
試煉（1:2
1:2-12）
1. 試煉與其目的（1:
試煉與其目的（1:2
1:2-4）

o
o
o

誰會受到神的試煉？（1:2
誰會受到神的試煉？（1:2）
1:2）
試煉的原因（1:3
試煉的原因（1:31:3-4）
試煉的目的（1:4
試煉的目的（1:4 下）

2. 對試煉的態度（
對試煉的態度（1:5
1:5-8）

•

智慧、祈禱與信心

3. 試煉的例證（
試煉的例證（1:9
1:9-11）
11）

•
•

貧窮的考驗（
貧窮的考驗（1:9
的考驗（1:9）
1:9）
富足的考驗（1
足的考驗（1：1010-11）
11）

4. 試煉的獎賞（
試煉的獎賞（1:12
1:12）
12）
三、 內在的試探（1
內在的試探（1:13: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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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不必為罪惡負責（1:13
神不必為罪惡負責（1:131:13-16）
16）
雅 1:14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2. 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1:17
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1:171:17-18）
18）
四、 聽道與行道 （1:191:19-27）
27）
1. 神的道要求人注意聽（
神的道要求人注意聽（1:19
1:1919-20）
20）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
義。（1:19
義。（1:191:19-20）
20）
2. 神的道要求人接受（1:21
神的道要求人接受（1:21）
1:21）

•

責任

•
•
•

條件
態度
動機

3. 不但要聽道還「要行道」（
不但要聽道還「要行道」（1:
「要行道」（1:2
1:22-27）
27）
1) 神的命令（1:22
神的命令（1:22）
1:22）
2) 不要自己欺哄自己（1
不要自己欺哄自己（1:23:23-24）
24）





看見
走後
隨即忘了

3) 要實在行出來（1
要實在行出來（1:25）
:25）
4. 要實踐聽行並重的生活（1:26
要實踐聽行並重的生活（1:261:26-27）
27）
1) 舌頭的操練（1:26
舌頭的操練（1:26）
1:26）
2）憐憫的心（1:27
）憐憫的心（1:27 上）
3）不要沾染世俗（1
）不要沾染世俗（1:2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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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1.

你覺得雅各書第一章對你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2.

試煉和試探有什麼不同？你如何在試煉中堅固信心，又如何能勝過試探？

3.

請選擇雅各書第一章所教導的一件事情，並在生活中實行出來，下週分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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