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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简介雅各书简介 雅各书之一雅各书之

雅各书 ─ 被马丁路德称为草木禾秸雅各书  被马丁路德称为草木禾秸，

但事实上它告诉我们但事实上它告诉我们

行为很重要，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这是当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一1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太10:2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太10:2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徒十二1-2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太十3 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内中有 有小雅各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可十五40 内中有又有小雅各…
耶稣的兄弟雅各

稣 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并没有信主，

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 林前15:7

雅各信了耶稣，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被称为教会的柱石

这卷的作者是耶稣的兄弟，是被教会传统所认定的。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经在圣经里他出现过好几次，
特别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

保罗信主以后，到耶稣撒冷的时候，

曾经拜访他、称他作使徒
保罗跟巴拿巴为了要在外邦人中传福音，

特别到耶路撒冷和雅各、彼得、约翰特别到耶路撒冷和雅各、彼得、约翰

行右手相交之礼 ─ 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认同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中传福的职分认同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中传福的职分

 使徒行传十五章 耶路撒冷大会，

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应该要领受、学习的，

雅各做了会议最后的总结，

然后由他起草，给外邦人写了一封信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雅各 ─ 耶稣的兄弟，写雅各书的时候，
并没有讲「我是耶稣的兄弟」

讲的是「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当我们信了主 属灵生命展开 看见这个信仰的宝贵当我们信了主，属灵生命展开…、看见这个信仰的宝贵、
看见主所赐不只是今世还有永生之福。

雅各看重跟主关系属灵的层次 远超过在肉身跟主的关系雅各看重跟主关系属灵的层次，远超过在肉身跟主的关系。

好像保罗，每次在书信开头的时候，总是以

仆人 奴仆「做耶稣基督的仆人」

做主的仆人是何其的荣耀的事情！

奴仆

相信所有服事主、跟随主、信靠主、神的儿女，
实在知道服事独一真神 ─ 主耶稣基督实在知道服事独 真神  主耶稣基督，

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作者‧时间地点 ‧受信者‧特色

一1 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他自己在耶路撒冷他自己在耶路撒冷，

问候在外地的十二支派、犹太的基督徒。

时期写作的时期有两种说法，

早期 ─ 主后四十五到五十年

第二章 ─信心与行为的讨论，

暗示「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一些有一些人人没有正确的明白没有正确的明白，，」 ，，

这样的情况大概是在保罗传道初期、

雅各还没有机会听到保罗所说因信称义涵义的时候；雅各还没有机会听到保罗所说因信称义涵义的时候；

耶路撒冷大会在主后的四十八或是四十九年，

在这之前如果雅各写了雅各书，在这之前如果雅各写了雅各书，

就是他还没有跟保罗见到面。

‧作者‧时间地点 ‧受信者‧特色

写作的时期有两种说法，

晚期晚期 ─
主后六十二年，雅各殉道之前写成。

那个时候有些人明白了保罗的教导，

但是被世俗的思想所影响，影 ，

或说是变的世俗化 ─

有信心就好了 行为不重要有信心就好了、行为不重要
这样的思想弥漫在当时的教会，

所以雅各就有所责备所以雅各就有所责备。

我们以接受早期成书 是比较妥当的说法我们以接受早期成书，是比较妥当的说法。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 ‧特色

公开信这是一封公开信，

受信者 ─ 住在十二个支派的犹太基督徒。

当司提反遇害的时候，一些信主的犹太人
离开耶路撒冷 住在罗马帝国的各地离开耶路撒冷，住在罗马帝国的各地，

他们向同族的犹太人来传福音。

有一些犹太信徒有 些犹太信徒，

认为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满足所有的要求了，

他们的生活 见证 跟信心 信仰没有发生关系他们的生活、见证，跟信心、信仰没有发生关系。

这样的一个情境，雅各书是一卷这样的 个情境，雅各书是 卷
非常实用、关乎生活的训诫、教导，

鼓励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鼓励基督徒在生活当中，

表现出对信仰真实的承诺。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 ‧特色

如果晓得 ─ 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真神、上帝，
是拯救我们、为我们付出舍命代价的耶稣，

进入的是永生的国度，

就应该正视、严肃的看待这个信仰！

否则圣经上所有的教导，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信了，怎样生活是我的事」，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

这不是一个真正有信仰实际生活的见证者。

希伯来书看到古人 那些美好的信心见证人希伯来书看到古人，那些美好的信心见证人，
因着信行出了合神心意的事、领受神的托付、完成使命；

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在这样的信仰旅程中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这样的信仰旅程中。

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这卷书里有非常重要的教导 ─

信心 行为信心跟行为一定是要同行并进的。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 ‧特色

犹太人很清楚旧约律法，当他们想到说 ─
「我现在信了耶稣，我就脱离律法的辖制了！」

罗六15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么？

断乎不可！断乎不可！

加五10 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不要滥用自由，

火车行在轨道上是最重要的 才能到达目的地火车行在轨道上是最重要的 ─ 才能到达目的地

脱离了轨道 ─ 就有很大的问题发生

基督徒的行为，

依然要守爱的律法、基督的律法、

使人自由的律法的管束。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 ‧特色

在患难逼迫下的信徒 需要受安慰 重新得力；在患难逼迫下的信徒，需要受安慰、重新得力；

雅各书帮助我们在贫穷的压力之下、

在逼迫中却不与世界妥协的基督徒在逼迫中却不与世界妥协的基督徒，

雅各书成为即时的安慰。

每天生活我们需要有从主来的智慧每天生活我们需要有从主来的智慧，

需要了解基督徒的语言 ─ 不是基督徒的术语…

雅三10-11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是有神的恩典、神的爱在其中，

颂 咒 从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每日生活中的智慧言语 生活 道德上的教导每日生活中的智慧言语、生活、道德上的教导，
告诉我们 ─ 特别被这世界迷惑了心眼、

被这世界带走 有危机的基督徒被这世界带走，有危机的基督徒，

雅各书中有非常清楚的提醒。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雅各书 ─ 比较少谈教义，

直接进入实际生活的教导。教

保罗书信会很明显的看到，

保罗总是在前面把神的心意讲的非常清楚，

然后带入生活，然后带入生活，

 罗马书一到十一章 ─ 教义的教导

十二章 ─ 献身体为活祭十二章  献身体为活祭
 以弗所书前三章 ─ 教会、讲到神的心意

第四章 ─ 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生活伦理的教导

生活的指引

第四章  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生活伦理的教导

雅各书直接进入实际生活的教导

我们必须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生活的指引。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作基督徒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早上两个小时，
坐在礼拜堂里…，非常的高兴；

牧者告诉他们：

「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没有了。。」」

他听完道，说：「明天我就要去爱世界了！」

信仰只在那两个小时 在礼拜堂里吗？当然不是！信仰只在那两个小时、在礼拜堂里吗？当然不是！

基督徒的生活是融在每一个情境当中

基督徒信仰的实践是 分场地跟时刻的基督徒信仰的实践是不分场地跟时刻的

不是在礼拜堂作圣徒、到了社会就同流合污，不是在礼拜堂作圣徒、到了社会就同流合污，

主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这样…
我们的生活跟神的话语是密切相连的我们的生活跟神的话语是密切相连的，

神的话时刻在我们生命中作引导、作路上的光。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雅各书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行道，

当牧者告诉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就会问 ─怎样有信心？当牧者告诉我们要有信 ，我们就会问 怎样有信

当牧者告诉我们要谦卑，我们就说 ─怎样才能谦卑？

你要指引 条路 告诉我该怎么做做 怎么行行你要指引一条路，告诉我该怎么做做、怎么行行……
这些教导非常重要，

我 迫切想要知道 我该如何行但我仍迫切想要知道 ─我该如何行。

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 ─ 该如何行，

把律法的精义、爱人如己的教导，

很清楚告诉我们。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一50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 跟神求

三13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要求从神来的智慧、从主来的见识

四10 你们中间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四10 你们中间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人跟人之间争权夺利、争战斗殴，没有休止的一刻

五13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表示有人在受苦五13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表示有人在受苦

五19 你们中间有失迷真道的呢？表示有人真的脱离了正轨

雅各不断的讲 ─ 「你们中间、你们中间」，

那就是群体生活。那就是群体生活。

雅各不断提醒、告诉，我们中间会发生的事，

在第一世纪 在他们中间会发生在第 世纪、在他们中间会发生

在二十一世纪、在我们中间也会发生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义的成全

保罗因信称义 雅各信心与行为

义的彰显

互补

义的成全
针对犹太人想靠律法、

靠行为来得救

义的彰显
对行为你们是忽视的，

只把信心当作教义靠行为来得救；
告诉他们因信称义

才能领受救恩

只把信心当作教义；
强调行为的重要

才能领受救恩
布道家 ─ 创十五章

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牧者 ─ 创廿二章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

上下文 ─ 悔改前的行为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
带出信心、带出称义

上下文 ─ 悔改得救后的行为上下文  悔改前的行为 上下文 悔改得救后的行为
得救不是靠人的行为
但得救的人必须要靠着行为

见证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比喻雅各很会讲比喻 ─
用浅显、实践的比喻，带出很深属灵的意义。

一60- 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10 用花草比喻属世的虚荣 不能长存一10- 用花草比喻属世的虚荣，不能长存

一23- 用照镜子比喻听道不行道，转身离开就忘记

身体 魂二26- 用身体与灵魂比喻信心与行为之关系

三3-6 用马的嚼环、船的舵、火…比喻舌头

四14- 用云雾比喻人的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

五30 用金银长锈比喻为富不仁

弟兄们

五30- 用金银长锈比喻为富不仁

五70- 用农夫等候出产比喻信徒的忍耐

非常多温暖跟爱，重复的说「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雅各书 福音书雅各书跟福音书的一些经文非常的相近：

● 雅一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的弟兄 ，你 落在百般 ，都要 喜乐
● 太五12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雅一5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 太七7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雅一6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 太二一21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还能行行很多很多其它的事其它的事。。

●雅二8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
● 太二二37 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作者 ‧时间地点‧受信者‧特色

雅各书 福音书

这必须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比较熟了

雅各书跟福音书的一些经文非常的相近：

这必须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比较熟了，
当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脑子里就会出现另外 些神的话脑子里就会出现另外一些神的话，

然后两相对照，

就会发现思想非常的近就会发现思想非常的近。

感谢主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感谢主，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透过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作者透过不同的作者，

却告诉我们生命、生活的准则，

因为这都是神所默示的话。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教导；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为我们开了出路 ─
你不单告诉我们真理，

你也告诉我们如何行这些真理你也告诉我们如何行这些真理。

透过你的仆人各样的著作所写下的经卷，

我们为着能够领受雅各书的教导，

向主献上感谢。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