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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查經

壹、導論
一、作者
雅各書一章 1 節中，作者自稱是雅各。但是在新約中至少有四個雅各，分
別是：
(1)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他是十二使徒之一，也是使徒約翰的哥哥（路
5:10），根據徒 12:1 記載，他被希律亞基帕一世所殺而殉道（大約是主
後 42 年），並未有任何著述，因此，不可能是本書作者。
(2) 亞勒腓的兒子雅各。他也是十二使徒之一（路 6:15）
，可能就是可 15:40
所出現的「小雅各」。
(3) 耶穌門徒猶大（不是賣主那位猶大）的父親雅各（路 6:16；徒 1:13）。
他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新約其他書信當中，也沒有出現在早期教父著作
當中，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成為一個地位重要的屬靈長者，因此不太
可能是本書作者。
(4) 耶穌的弟弟雅各。他是耶穌的四個弟弟之一（太 13:55）
，根據林前 15:7
的記載，耶穌復活後曾經向雅各顯現。在耶穌受難之前，並沒有任何紀
錄顯示他信主，可能是耶穌受難後才信，後來成為耶穌撒冷教會的領袖
（徒 15:13；加 1:19；2:9）。據說主後 62 年（一說主後 66 年），在大祭
司亞拿尼亞的煽動下，被猶太人用石頭打死。
根據上述內容，雅各書的作者可能是亞勒腓的兒子雅各，或是耶穌的弟弟
雅各。大多數的學者認為作者應該是耶穌的弟弟雅各，一方面並未任何資料顯示
亞勒腓的兒子雅各有著述，另一方面雅各書的內容和語氣，和徒 15:13-21 中雅
各向使徒和長老的勸言相當類似。此外，教會傳統也認為耶穌的弟弟雅各就是本
書作者。
二、寫作地點與時間
雅各一直在耶路撒冷領導教會，直到殉道為止，因此本書應該是在耶路撒
冷所寫。至於本書寫作年代，有兩種看法，有人認為是在主後 49 年以前成書，
另一種則是認為在主後 62 年左右，雅各殉道之前。本書雖然猶太色彩濃厚，但
卻未提及割禮的問題，並且以「會堂」指稱教會，根據這些特徵，本書寫作日期
以主後 49 年（耶路撒冷大會）之前，較為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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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信人
雅 1:1 明講「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
，原文的「散住(th/~ diaspora/`)」是加上
定冠詞，表示專指散居各處的猶太人，而不是屬靈的猶太人。因此，本書的收信
人乃是散居各地的猶太基督徒，不限於住在巴勒斯坦的猶太基督徒。
四、寫作目的與文學特色
早期猶太基督徒雖然熟悉舊約的教導，但對於基督徒所擁有的自由所知不
多。大多習慣遵行律法，卻對如何在言行上順服耶穌基督，不甚清楚。作者則是
以此書信，教導信徒如何以行為表現信心。
雅各書的文學形式與舊約的智慧文學（例如箴言）相似，將一些對基督徒
實際生活的勸勉和指導蒐集彙整，以對比、類比、諷喻等方式，使讀者加深印象。
其次，在雅各書 108 節經文中，有多達 50 次的命令語氣動詞，表現出作者吩咐
叮囑讀者的意味。
五、大綱結構
1.問安(1:1)
2.面對試煉與試探——喜樂與忍受(1:2-18)
3.面對上帝的道——聽與行(1:19-27)
4.活出上帝的道
a.不以貌取人(2:1-13)
b.信心與行為(2:14-26)
5.信仰群體的生活
a.制伏自己的舌頭(3:1-12)
b.真智慧帶來真和平(3:13-4:3)
6.世俗化生活的危機
a.拒絕與世俗為友(4:4-10)
b.論斷的危險(4:11-12)
c.自誇的危險(4:13-17)
d.貪戀錢財的危險(5:1-6)
7.基督徒生活操練
a.忍耐的操練(5:7-11)
b.不可起誓(5:12)
c.禱告的操練(5:13-18)
d.挽回背道者(5:19-20)
2

雅各書查經

雅各書 1:1-18
分段大綱
1:1
1:2-4
1:5-8
1:9-11
1:12-18

問安
面對試煉
藉信心向上帝尋求智慧
面對人生起伏的智慧
忍受試探

重要字詞
1.試煉／試探：試煉(trial)和試探(temptation)在原文中是同一個字(perasmov")。在
新約當中，這個字包含兩方面的意義。首先，它可以用來表示一種「外在的考
驗」或是「測試的過程」
，例如：彼前 4:12「火煉的試驗」
。其次，它也可以用
來表示一種「對罪惡的內在引誘」，例如：提前 6:9「陷在迷惑」。有時這兩方
面的意義會同時呈現出來，例如：林前 10:13。
2.忍耐：原文為 uJpomonhv。字根 uJpo 有「維持在…之下」的意思，因此「忍耐」
也帶有持續面對不利情況的含意。
3.智慧：原文為 sofiva。聖經中的智慧，不僅是指知識、理性方面的卓越，並且
同時也是道德性與宗教性的。此外，聖經中的智慧並不停留在抽象思維的層
面，而是也注重其實踐性。
4.改變…轉動的影兒：改變的原文為 parallaghv，轉動的原文為 trophv，兩者原
本是用來描述天體運行的現象。
5.初熟的果子：英文作 firstfruit，原文為 ajparchv。雅各在此乃是借用舊約中上帝
吩咐以色列人將初熟收成之物獻給上帝的命令（利 23:10）
，來表示我們在上帝
所造的萬物中，特別專屬於上帝的。
討論問題
1:2-4
1.作者認為應該用什麼態度來面對「百般試煉」？為什麼？
1:5-8
1.「疑惑」在此是指什麼意思？
2.在 1:5-8 中，作者用什麼來比喻「疑惑的人」？
3.本段與 1:2-4 有何關係？
1:9-11
1.在 1:9-10a，作者提出哪種人生起伏的情況？他認為該如何看待這些起伏？
2.在 1:10b-11，作者用什麼來作比喻？
3.本段與 1:5-8 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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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8
1.在 1:12，作者對於「忍受試探的人」有哪些看法？
2.在 1:13-14 中，作者對於「試探」有哪些說明？
3.在 1:15，作者如何說明「私慾—罪—死」之間的關係？
4.1:16 作者提醒受信人「不要看錯」，你認為這是指什麼事？
5.本段與 1:2-11 有何關係？
生活應用分享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金句背誦
雅 1:5 你們中間若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不斥責人的上帝，
主就必賜給他。
雅 1: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
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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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1:19-27
分段大綱
1:19-20
1:21-25
1:26-27

人的怒氣 vs.上帝的義
順服上帝的道——聽且行
活出真正的虔誠

重要字詞
1.上帝的義：原文為 dikaiosu,nhn qeou/，NIV 意譯為 the righteous life that God
desire，其他英文譯本（如 NASB; NRSV; CJB 等）則直譯為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雅各在此所用的「上帝的義」
，與保羅書信中所用之「上帝的義」並不相
同。因為雅各書的成書時間是早於任何一封保羅書信，而且雅各當時不太可能
受到保羅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以舊約、猶太文化以及耶穌的教導為背景，
來探討雅各的「上帝的義」
。
首先，雅各所使用的動詞「成就(evrga,zomai)」
，基本的意思就是「作」或「產生」
，
因此這裡的「上帝的義」就不可能是指上帝義的行動或恩賜。事實上，「成就
上帝的義」在聖經中一般的意義是指：
「行出上帝對祂子民的要求」
。因此，雅
各所要強調的是「人的憤怒並不能產生使上帝喜悅的行為」，因為人的憤怒往
往是將人帶向其他的罪惡，例如口不擇言、暴力行為，甚至是殺人。
2.盈餘的邪惡：原文為 perissei,an kaki,aj，直譯可作「豐富的邪惡」
，新譯本則譯
為「所有的邪惡」。
討論問題
1:19-20
1.在 19 節，雅各提出了什麼勸告？為何他認為需要這樣的勸告？
1:21-25
1.在 22 節，雅各對「聽道而不行道」的人有何評價？
2.在 23-24 節，雅各以什麼來比喻「聽道而不行道」的人？
3.在 25 節中，雅各對於「道」有何進一步的說明？
4.在 25 節中，雅各對於「聽道且行道」的人有何進一步的說明？
1:26-27
1.雅各用哪兩件事來做為虛假與真實虔誠的例證？
生活應用分享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金句背誦
雅 1:22 只是你們要行道，不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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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2:1-13
分段大綱
2:1-4
2:5-7
2:8-13

不可以外貌待人
以外貌待人是違背上帝的心意
以外貌待人是違背上帝的律法

重要字詞
1.「按著外貌待人」
：原文為 evn proswpolhmyi,aij，英文譯本多譯為 favoritism，即
偏袒之意。
2.「偏心待人」
：原文為 diekri,qhte，這個字最基本的意思是分辨、審判，在這裡
最明顯意思是「差別對待」
，不過，我認為在這裡也需要留意原本關於「審判」
的含意。
3.「用惡意斷定人」
：原文為 evge,nesqe kritai. dialogismw/n ponhrw/n，直譯可作「成
為邪惡思想的審判官」。
4.「公堂」：原文為 krith,ria，也就是法庭。
5.「經上記著說」
：原文是 kata. th/n grafh,n，也就是「根據經文」
，因此應該是指
利 19:18，而不是太 22:39。
討論問題
2:1-4
1.在 1 節，雅各提出了什麼勸告？
2.在 2-3 節中，雅各提出哪種情況做為例子？
3.在 4 節，雅各為這種情況所下的結論是？
2:5-7
1.在 5-6a 節中，雅各認為上帝如何對待貧窮人？而這些基督徒如何對待貧窮人？
2.在 6b-7 節中，雅各提出了哪兩個問題？他的目的是什麼？
2:8-13
1.在 8-9 節中，雅各認為「以外貌待人」違背了哪一條律法？
2.在 10-11 節中，雅各對於遵守律法提出了什麼說明？
3.在 12-13a 節，雅各下了什麼結論？他的理由是什麼？
4.13b 節：「憐憫原是向審判誇勝」是什麼意思？為何雅各會如此說？
2:1-13

本段與 1:19-27 之間有何關係？（提示：1:27）

生活應用分享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金句背誦
雅 2:10 因為凡遵守全律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了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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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2:14-26
分段大綱
2:14
2:15-17
2:18-20
2:21-25
2:26

問題：有信心卻沒有行為？
論證一：以團契生活為例
論證二：以他人挑戰為例
論證三：以舊約敘事為例
結論：信心沒有行為是死的

重要字詞
1.「行為」
：原文為 e;rgon，最基本的意思是「工作」、「行為」、「成就」。在新約
中，這個字的複數型態，通常用來指倫理性及宗教性的結果。在雅各書中，這
個字通常指「順服上帝的行動」。
2.「戰驚」：原文為 fri,ssw，這個字用來表示「與上帝或超自然力量接觸，而引
發之恐懼的反應」，在新約聖經中只在此用過。
3.「因行為稱義」
：要理解雅各所用的「因行為稱義」
，必須注意不要將雅各的用
法等同於保羅的用法，而是應當考慮「稱義」在舊約、猶太教以及耶穌的教導
中的意義。首先是舊約中的用法。
「稱義(dikaio,w)」在七十士譯本（舊約希臘文
譯本）出現 44 次，通常是用在法律方面的背景，最普遍的意義是指「一個人
在事實真相上被宣布是有理的，因為他在一般或是特定事件上是正直且清白
的。」並且這個宣告與末日審判有緊密的關係。其次，猶太教也保持這個觀點：
一個人的「義」是與按著上帝律法所界定之正確的行為有關，並且稱義的判定
是歸給那些忠實遵行聖約的人。事實上，馬太福音也反映出這種猶太式的用
法，例如：太 5:20；12:37。因此，「稱義」在雅各書中，並不如保羅所重視之
「人如何與上帝建立關係」，而是指「人與上帝所建立的關係是獲得上帝最終
的肯定」。
討論問題
2:14
1.在 14 節，雅各針對什麼現象提出質疑？他所提出的質疑是什麼？
2:15-17
1.15-16 節，雅各以何種狀況為例證？
2.17 節，雅各作了什麼結論？
2:18-20
1.18 節，雅各以什麼狀況為例證？
2.19 節，雅各為何要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
3.20 節，雅各作了什麼結論？和 17 節的結論相比，雅各所要強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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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5
1.21 節，雅各以哪個舊約事件為例證？
2.22 節，雅各針對信心與行為之間的關係，提供什麼看法？這個看法和 23 節有
何關係？
3.25 節，雅各又以哪個舊約事件為例證？
2:26
1.26 節，雅各用什麼方式作結論？和 17、20 節的結論相比，雅各所要強調的是？
生活應用分享
金句背誦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雅 2:17 這樣，信心若沒有行為就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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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3:1-12
分段大綱
3:1-2
勸勉：願在話語上沒有過失
3:3-8
說明舌頭的特徵
v.3-5a
特徵一：形體小，但有全面性的影響力
v.5b-6
特徵二：毀壞性的影響力
v.7-8
特徵三：沒有人能制服
3:9-12
舌頭正確的用途
重要字詞
1.「勒住」
：原文為 calinagwgh/sai，NIV 譯為”keep … in check”，有控制、抑制的
意思。
2.「點起來」：原文為 flogi,zousa，NIV 譯為”set … on fire”，就是點火的意思。
3.「生命的輪子」
：原文為 to.n troco.n th/j gene,sewj，直譯為「人類本源的輪子」，
NIV 譯為”the whole course of life”。「輪子」在希羅時期的猶太文學中經常被用
來表示命運經常性的改變，在此雅各借用來表示人生中的起伏。
4.「不止息」：原文為 avkata,staton，有不安定、不受控制的意思。
討論問題
3:1-2
1.在 1 節，雅各針對哪些人提出警語？
2.在 2 節中，雅各認為哪種人是完全人？又會有哪方面的表現？
3.雅各在第 2 節提出「若…，就是…，也能…」，他的目的是？
3:3-8
1.在 3 節，雅各以什麼為比喻？這個比喻的特點是？
2.在 4 節，雅各以什麼為比喻？這個比喻的特點是？
3.在 3-4 節中，雅各提到這兩個比喻的目的是？
4.在 5a 節，雅各的結論是？
5.在 5b 節，雅各對 5a 節的結論有何延伸的應用？
6.在 6 節，雅各將舌頭比喻為？他認為舌頭有哪些毀滅性的力量？
7.在 7-8 節，雅各提到舌頭第三方面的特徵是？他用什麼來作對比？
3:9-12
1.在 9 節，雅各提到哪兩種狀況？這兩種狀況有何關係？
2.在 10 節，雅各提出什麼結論？
3.在 11-12 節，雅各提出哪四個比喻？這四個比喻的重點是？
生活應用分享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金句背誦

雅 3:10 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裡出來，我的弟兄們這是不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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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3:13-4:3
分段大綱
3:13
3:14-18
v.14-16
v.17-18
4:1-3

真正的智慧人
兩種智慧
屬地的「智慧」
屬天的智慧
放縱私慾的人生

重要字詞
1.「見識」：原文為 evpisth,mwn，新約中只出現過一次。這個字代表「有技巧」，
用現代的話來說，就是具有專業知識。智慧和見識一起使用的情況，常出現在
舊約當中，例如：申 1:13，15；4:6；但 5:12。
2.「智慧的溫柔」
：原文為 prau,?thti sofi,aj，NIV 譯為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指「從智慧而出的溫柔」
。「溫柔(prau,?thj)」原來形容狂野不羈的野馬
被馴服。希臘人並不重視這樣的人格特質，認為這樣的特質不是屬於強壯、有
自信的人。但是耶穌稱自己是「柔和謙卑」（太 11:29）
，並且也賜福給「溫柔」
的人（太 5:5）
。基督徒的「溫柔」乃是來自於認識自己在榮耀威嚴的上帝面前，
乃是有罪的受造者，需要上帝的救贖與更新。
3.「情慾」
：原文為 yucikh,，直譯為「肉體的」
、
「沒有靈性的」
，乃是指一個尚未
重生之人的本性。
4.「擾亂」
：原文為 avkatastatsiva，即 3:8 的「不止息」，有不安定、不受控制的
意思。
5.「壞事」
：原文為 fau/lon pra/gma，直譯為「邪惡、無意義的活動」。
6.「善果」
：原文為 kapw/n avgaqwn，指行為上的良善。
7.「從你們的百體中」
：原文為 evn toi/j me,lesin u`mw/n，直譯為「在你們的肢體中」
。
「肢體」這個字在雅各書中，通常用來指人體的器官，雅各在此乃是用來比喻
人的內在。
8.「戰鬥」
：原文為 strateuome,nwn，詞性為現在分詞關身複數所有格，形容「私
欲」佔據人身，正在活躍地發動戰爭。
9.「妄求」
：原文為 kakw/j aivtei/sqe，直譯為「動機不良地祈求」。
10.「宴樂」
：原文為 h`donaij，和 4:1 的「私慾」是同一個字。
討論問題
3:13
1.在 13 節，雅各對於「有智慧見識的人」有何見解？
3:14-18
1.在 14 節，雅各提出了哪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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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15 節，雅各對 14 節的狀況提出了什麼評論？在 16 節，他作了什麼結論？
4:1-3
1.在 1 節，雅各對信徒的哪種狀況提出質問？
v.2-3 結構分析（按照原文）
A 你們貪戀
不會有(ouvk e;cete)
B 你們殺害、嫉妒
也不能獲得(ouvk du,nasqe evpitucei/n)
B’ 你們鬥毆、爭戰
不會有(ouvk e;cete)
因為你們不求(dia. to. mh. aivtei/sqai u`maj)
A’ 你們求
也拿不到(ouv lamba,nete)
因為你們妄求(dio,ti kakw/j aivtei/sqe)
為了要浪費在你們的私慾
生活應用分享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金句背誦
雅 3:17 惟獨從上頭來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良、柔順、滿有憐憫、
多結善果、沒有偏見、沒有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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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4:4-5:6
分段大綱
4:4-10
4:11-12
4:13-17
5:1-6

拒絕與世俗為友
論斷的危險
自誇的危險
貪戀錢財的危險

重要字詞
1.「淫亂的人哪」：原文為 moicali,dej，直譯為「淫婦」。在舊約先知書中，經常
用這個詞來指悖離上帝的以色列人。雅各在此也是採用類似的概念，用來指在
信仰上不忠的信徒。
2. 「上帝所賜住在我們裡面的靈，是戀愛至於嫉妒嗎？」：原文為 pro.j fqo,non
evpipoqei/ to. pneu/ma o] katw|,kisen evn h`mi/n，直譯為「住在我們裡面的靈渴想傾向
嫉妒」
。
3.「彼此批評」
：原文為 katalei/te，指言語上的人身攻擊，不是就事論事的批評。
4.「嗐」：原文為 a;ge nu/n，這個片語通常用在責備語句之前，更合適的翻譯應該
是「聽著！」
5.「你們有話說」：原文為 oi` le,gontej，詞性為現在主動分詞之名詞用法，表示
這不是一特定事件，而是經常發生的事，也可翻譯為「有人這麼說」。
6.「住一年」：原文為 poih,somen evkei/ evniauto.n，有「利用一年的時間」的意思。
7.「長了鏽」：原文為 kati,wtai，用在金銀上表示失去光澤、變為灰暗。
8.「在世上享美福、好宴樂」：原文為 evtrufh,sate evpi. th/j gh/j kai. evspatalh,sate，
指在物質生活上放蕩浪費、盡情享樂。
9.「宰殺的日子」：原文為 evn h`mevra| sfagh/j，指末日審判的日子。
10. 「嬌養」：原文為 evqre,yste，原意為養肥，在此有擴大滿足慾望之意。
討論問題
4:4-10
1.在第 4 節，雅各為何會認為「與世俗為友」就是「與上帝為敵」？
2.在 5-6 節，雅各引用聖經所要強調的是？
v.7-10 結構分析
7a

你們要順服上帝
7b
抵擋魔鬼
8a
親近上帝
8b
有罪的人哪
8c
心懷二意的人哪

魔鬼就必離開你們
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潔淨你們的手
魔鬼就必離開你們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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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
9b
喜笑變作悲哀
9c
歡樂變作愁悶
10a
在主面前自卑
10b
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4:11-12
1.第 11 節，雅各認為「批評弟兄」的人會導致什麼結果？
2.第 12 節，雅各從哪個角度來反對人「批評弟兄」？
4:13-17
1.第 13-15 節，雅各對於這些生意人有何提醒？
2.第 16 節，雅各責備這些生意人哪方面的罪？
5:1-6
1.在本段中，雅各指出這些富人哪四方面的罪惡？這四方面的罪惡彼此間有何關
係？
生活應用分享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金句背誦
雅 4:17 人若知道行善，卻不去行，這就是他的罪了。

13

雅各書查經

雅各書 5:7-20
分段大綱
5:7-11
5:12
5:13-18
5:19-20

忍耐等候主的操練
不隨意起誓的操練
信心祈禱的操練
挽回罪人的重要

重要字詞
1.「忍耐」：原文用 makroqumh,sate（7、8、10 節）和 upomei,nataj（11 節）。前者
是指對人的態度，表示對人保持友善的態度，與輕易發怒相反。後者是對事的
態度，能夠忍受、容忍，特別是在面對惡劣環境時的忍受。
2.「秋雨春雨」：原文為 pro,i?mon kai. o;yimon，直譯為「早雨和晚雨」，「秋雨（早
雨）」是指在巴勒斯坦地區每年 10-12 月的雨水，代表雨季的開始。
「春雨（晚
雨）」是每年 3-4 月的雨水，是農作物收成前的重要灌溉來源。
3.「認罪」：原文為 evxomologei/sqe，表示完全坦誠、公開的認罪。
4.「一樣性情」
：原文為 o`moiopaqh,j，這個字是由 o[moioj（相似）和 pa,qoj（個性）
所組成。保羅和巴拿巴在徒 14:15 用這個字來形容自己是普通、平凡的人。
5.「失迷真道」：原文為 planhqh/| avpo. th/j avlhqei,aj，直譯為「自真理離開，走入
歧途」。在新約中，plana,w 通常用來指道德生活的敗壞。因此，這裡的意思主
要是不信上帝、不接受上帝真理指引而生活，結果就在道德生活上敗壞。
6.「迷路」：原文為 pla,nhj o`dou/，直譯為「相反的道路」。
討論問題
5:7-11
1.在第 7 節，雅各以什麼作為比喻，提醒信徒學習忍耐？
2.在 7-8 節，雅各認為信徒忍耐的目的是什麼？
3.在 9 節，雅各特別提到在哪一方面操練忍耐？為何他要強調這方面的操練呢？
4.10-11 節，雅各舉出哪兩個「忍耐」的例子，他的用意是？
5:12
1.雅各對於「起誓」的態度是？這節和太 5:34-37 的關係為何？
5:13-18
1.14-15 節中，雅各對於「信心的祈禱」和「病得醫治」之間關係的說明為何？
2.16 節的「義人」是指？
3.17-18 節，雅各以誰為例？他所要強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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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0
1.19-20 節，雅各認為使失迷真道之人回轉，所帶來的影響是什麼？
生活應用分享

本段經文對你有哪些提醒？

金句背誦
雅 5:8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來的日子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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