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书总论

雅各书 第一讲
第 讲…

雅各书是新约圣经的一卷书，
它是属于七卷一般书信当中的一卷。
一般书信包括：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
般书信包括 雅各书 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书，雅各书是第一卷。

总论

雅各书是属于一般书信，一般书信又是写给众教会的，
雅各书是属于
般书信， 般书信又是写给众教会的，
廖元威博士
所以并没有特定收信人的名称，这跟保罗的十三卷书信不太一样。
 保罗书信要嘛就是写给特定的人，譬如说写给提摩太、提多，
 也有写给特定的教会，像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不过当然，虽然保罗当年写信的时候有特定的教会或是个别的对象，
但是今天收在新约的正典当中，
但是今天收在新约的正典当中
就代表它也是神要使用对后来的教会、对历代的教会说话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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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书信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在于生活的议题，很少谈到教义，
一般书信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在于生活的议题，很少谈到教义，
雅各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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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397 迦太基会议就已经把雅各书列在正典之内。
雅各书 共有五章108 节，
雅各书一共有五章108
 它的「命令式的动词」非常的多，
就占了有六十个之多，平均不到两节就出现一次
 所以有不少的学者说：与其说雅各书是一封书信，
还不如说它是一篇讲章，或说它像是好几篇讲章组合而成的一篇论述

雅各书还有什么特色呢？
 以「智慧文学」道德劝勉的形式来加以表达的，
以「智慧文学」道德劝勉的形式来加以表达的
可以把它视为是新约当中的箴言
 内容还有表达的方式，很明显受到了旧约、登山宝训的影响

这卷书里面至少有十二次提到「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卷书里面至少有十二次提到「我的弟兄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
而这样的用语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要带出一个新的话题来。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传道人，而你打算用雅各书来传讲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传道人
而你打算用雅各书来传讲一系列的信息
系列的信息，
其中一个方式可能会对你很有帮助：就是把雅各书大声地读出来，
因为当我们读出声来的时候，其实同时做了两件事情：
一方面我们在读、一方面其实我们在听—
就是听我们自己所读出来的这个书卷的内容，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甚至多读几遍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甚至多读几遍，
相信在信息的预备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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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谈一下「智慧文学」：
 是古代近东所流行的一种文体，
旧约当中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都是属于这种文体
约当中约
箴言 传道书 都是属
种 体
 通常是以父亲写给儿子、或是老师写给学生的方式来表达，
内容在于告诉他们 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内容在于告诉他们，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许多时候会详细的跟收信人来谈论成功之道
 写作目的：在鼓励读者，要在他的生活言行上保持道德上的正直
 表达方式：常常使用格言、谚语、金科玉律…方式来加以呈现，
获得智慧跟熟练日常生活的事务、
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操练到老成的地步
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操练到老成的地步，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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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雅各书的确是符合智慧文学的分类…
作者用一个「教师」的身分写信给收信人
个「教师」的身分写信给收信人。
一、作者用
雅各是初代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也被列在广义的使徒的范围当中，
三1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分、语重心长地提醒读者，
要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的注意。
二、雅各书也多次的提到「智慧」、直接的讲到智慧。
雅各书也多次的提到「智慧」 直接的讲到智慧
我们可以从智慧的角度来加以阅读、或是加以解读，譬如：
一5
5 提醒我们可以向上帝求智慧，祂是智慧的源头。
三13‐18 告诉我们真智慧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详细的把它列出来。
从本质上来讲分两大类：一个是上头来的智慧，
另外一个叫作属地的智慧、或是属鬼魔的智慧，
不仅来源不同，而且表现是全然不一样。
有没有智慧 不仅影响这个人的生命
有没有智慧，不仅影响这个人的生命，
更会影响他的言行、人际关系，当然也影响他生命的终局…

三、雅各书也多次的出现「格言方式的表达」，
而且通常是作为 段教导的总结，
而且通常是作为一段教导的总结
 使读者不仅对于那一段的教导可以了然于心
 如果把它记下来，就可以领受这样子的教训
格言式的表达其实是帮助阅读的人可以记忆的…
二13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讲到怜悯的重要性 怜悯的意义是在上帝的面前 将来我们也 以蒙怜悯
讲到怜悯的重要性，怜悯的意义是在上帝的面前，将来我们也可以蒙怜悯。
三18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般的人都很清楚 个道理，就是你种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
一般的人都很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你种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
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用和平栽种所收到的，
就是和平所结出来的仁义的果子。
四16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讲到口舌的问题，牵涉到我们人生中的表现、人际关系，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张狂夸口的在上帝的面前是被看为恶事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张狂夸口的在上帝的面前是被看为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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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从近东文学的角度来了解雅各书，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这卷书
其实同时受到希伯来文化 希腊文化双重的影响。
其实同时受到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双重的影响。
如果从犹太文化或是希伯来文化的角度来看，雅各书多处引用了旧约圣经…

四、雅各书出现了60 次的命令句、或是祈使语句的用法，
其中有32 次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命令句，而其中有好多地方跟话语有关。
次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命令句 而其中有好多地方跟话语有关
五、成熟，可以说是雅各书一贯的主题…
一4 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迈向完全，事实上就是成熟的表现。
二22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加拉太书、罗马书强调的是因信称义，
加拉太书 罗马书强调的是因信称义
 雅各书表面上看来是强调因行为称义，有冲突吗？
总之，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在完全的事上或是在成熟的事上，是有缺欠的。
三2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二8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引用利十九18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看来这是神一贯的心意，旧约里面是如此，新约里面也是如此
看来这是神 贯的 意 旧约里面是如此 新约里面也是如此
 我们的神祂就是爱，祂要祂的子民在地上的生活当中
实践的 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要爱人如己」
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要爱人如己」
二11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

雅各挑战读者，要天天迈向灵命的成熟，而灵命的成熟绝对可以
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人际关系上看得出来，灵命绝对不是抽象的概念，
灵命跟品格跟每 天的行为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灵命跟品格跟每一天的行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旦明白雅各书是属于智慧文学类的文体，就会在阅读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期待。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具备这样子的智慧的，似乎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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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这边似乎是强调说：律法，犯任何一条，就等于是违犯了律法，
甚至可以说就是陷入不及格的光景。
很明显这 节的经文是引用了十诫当中的两条诫命
很明显这一节的经文是引用了十诫当中的两条诫命
分别出自于 出二十13、申五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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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提到四位旧约的人物，他们分别是：
亚伯拉罕，二21‐23 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
亚伯拉罕
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
雅各把它拿来作为因行为称义的一个例子，
强调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二23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引用 创十五6)
「因信称义」其实是圣经一贯的原则，
 雅各在这边除了讲到因信称义之外
 也特别强调亚伯拉罕所采取的行动

喇合，二25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在信息的分享当中 我们会再来谈它 特别是伦理方面的意义
在信息的分享当中，我们会再来谈它，特别是伦理方面的意义。

四 但祂赐更多的恩典，
四6
但祂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很显然他是引用了
箴三34 神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除了有一些的经文是直接引用了旧约，
雅各因为对于旧约里面的属灵教训了然于心，
所以当他写的时候，
很自然的把那些内化在他生命当中的真理
很自然的把那些内化在他生命当中的真理，
就化成他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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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雅各在 第五章 的后半段讲到祷告，
义人祷告所发出来的功效 他举的就是以利亚的例子
义人祷告所发出来的功效，他举的就是以利亚的例子，
五17‐18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
但是雅各也晓得 我们并不是每 个人或是每 个时刻
但是雅各也晓得，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时刻，
对祷告有那么样真实的信心！
他用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来劝勉、鼓励我们，
以利亚知道祷告一定会让事情不一样，神是听祷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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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腊文化的影响：
看起来稍微少 点 但是我们也简单地提 下
看起来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们也简单地提一下。
首先，雅各书是用通俗希腊文写成的；
而且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它引的是七十士译本，
七十士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另外在雅各书一百多节里面，雅各用了63个希腊文的词，
是其它新约圣经所没有用到的，
所以看来雅各书在写作的时候，
对于希腊文的引用有他的灵活度。
对于希腊文的引用有他的灵活度
另外这书里面所使用的像押头韵、押尾韵，
特别讲到话语舌头的时候 用了「马」 用了「船」
特别讲到话语舌头的时候，用了「马」、用了「船」…，
这些的引喻都是当时希腊文学当中很熟悉的内容。
所以从这些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书也受到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
所以从这些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书也受到
些希腊文化的影响。

有关希伯来背景的影响，
一1 十二个支派，二19 神只有一位，五4 万君之主，
都是旧约的概念：神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
这个万君之主就是旧约常常提到的万君之耶和华
这个万君之主就是旧约常常提到的万君之耶和华…。
以上所讲的是属于受希伯来背景或文化的影响。

约伯，五11 雅各讲忍耐，讲到最后他引用了一个
旧约的人物作为例证 那就是约伯：
旧约的人物作为例证，那就是约伯：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的确，我们如果读约伯记的话，
看到要找 个在苦难中 患难当中依旧信靠神
看到要找一个在苦难中、患难当中依旧信靠神，
而且忍耐到底的，约伯实在是不二的人选。

11

12

雅各强调的是行为，主张靠行为称义，他所论到的是「现在的信心」，
描述的是「因着爱上帝而遵守命令」的 种状况。
描述的是「因着爱上帝而遵守命令」的一种状况

读雅各书跟读保罗书信的方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保罗书信具有高度的逻辑性，
其中所使用的辩证、论证辩护的方式，
与现代西方的模式比较雷同，
与现代西方的模式比较雷同
是西方人比较熟悉的模式。

保罗所强调的是「已经发生的信心」，
帝
降服 接受应许，
信称义
提到的是人在上帝面前降服和接受应许，强调因信称义。
难道雅各强调的是因行为称义吗？其实两者是有重点上的差别：
保罗的主张

雅各书思考的模式、表达的方式，看来是比较东方的，
 在主题的处理上，看来也比较不那么有组织，
逻辑辩证好像也没有那么严密
 比较诉诸情感，诉诸人生的经验

 解释称义的方法，

是因着信、靠着恩典
是因着信
靠着恩典
 对抗犹太人的律法主义
 对行为的定义，因为犹太的律法主义是
为
，
「行为才是得救的方法」
 对于称义的了解是：
宣告为义是称义的起点 和好 宣告无罪
宣告为义是称义的起点、和好、宣告无罪

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
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
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反思跟深省。
可以说雅各书所展现的是一种
不同层面的丰富跟他的说服力。
13

天父，我们感谢你，
赐下雅各书，不仅用这个书卷勉励了
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
主啊，今天也要用这卷书来向我们众人说话。
天
愿我们在这门课当中，在每一次的讲解里面，
不仅有更多的了解，
不仅有更多的了解
更求主让我们从遵行的里面得着益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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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主张
 描述的是称义之人的生命，

是借着行为来成全
 对抗反律法主义
 爱心的
爱心的行动是真信心的证据，
动是真信心的证据，

结出救恩的果子来
 称义的行为，

是称义的 种持续
是称义的一种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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