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炼与试探

雅各书 第三讲…

雅各书
雅各书：一1‾10
1 10
1 作 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 弟兄们 你们落在 般试炼中 都要
大喜乐
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 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 完备，毫无缺欠。
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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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7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甚么。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甚么
8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10 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试炼与试探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暂停

音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请按

前后换片、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开始播放

1

2

雅各书的收信人，一1 「散住十二支派之人」，
一般都同意 这里指的是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基督徒
一般都同意，这里指的是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基督徒。
早期教会的信徒当中，基本上都是由犹太人所组成的，
最早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记载，是使徒彼得向哥尼流布道。
雅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雅各书
雅各书：一11‾18
11 18
11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13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 神试探」；
因为 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14 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但各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15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16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17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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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会，犹太的基督徒因为受到了逼迫而四散，像徒八1、十一19 都提到了，
雅各就是针对这些四散各处的犹太基督徒群体而写的，
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二1 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这些散居各处的犹太基督徒 多数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
这些散居各处的犹太基督徒，多数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
他们看到了圣灵浇灌的奇特的景象，
也听到彼得所传讲的信息，并且相信了，
接着他们就在耶路撒冷接受造就、接受装备，
然后就把基督救恩的信仰核心带回到他们侨居的地方。
那个信仰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
耶稣是弥赛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复活了，而且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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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大概是殉道于AD62~66，所以雅各书一定是写在这个时间之前。
圣经并没有记载雅各殉道的事情 但是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讲到他是如何死的：
圣经并没有记载雅各殉道的事情，但是有几个不同的说法，讲到他是如何死的：
1. 犹太史家约瑟夫的叙述，罗马总督非斯都去世之后，
继任的总督亚尔比努还没有来到之前，当时的大祭司 Ananus，
就趁机召开了一次犹太人的公会，提讯了有雅各指控他、
还有教会当中其他的领袖违反律法，而且判他死刑，
接着就叫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
接着就叫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

因为司提反殉道之后而四散的犹太基督徒，
可能比那些只是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
可能比那些只是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
然后回到他们自己侨居地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所明白的真理还更多。
可是就是连司提反殉道之后四散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主要还是在针对各地的犹太人；
所以散居各地的犹太信徒，
他们同时又是各地会堂里的一员；
而雅各所关切的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而雅各所关切的，就是这样的
群人。

2. 早期罗马教会的领袖革利免的说法，
雅各是被人从圣殿顶上丢了下去，
然后被一个漂布的工人用棍棒把他打死的，
据称雅各被埋葬在圣殿旁边他死去的那个地方。

「散住十二支派之人」从广义来讲，
也可以指的是「散居世界各角落的基督徒」，
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就有格外的意义
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就有格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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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提到主耶稣之外，这本书完全没有讨论到任何神学的议题。
 五14 用了教会一词 ekklesia

sunagoge、synagogue

 也提到像长老、师傅这些职分

都是早期会堂当中，就是犹太人、
犹太教敬拜的地点、标准的组织架构。
雅各书完全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会议当中所关切的议题—
教会应该如何对待那些非犹太基督徒的事情。
耶路撒冷大会是召开于AD49 (徒十五)，
所以看来雅各书写成的时候 耶路撒冷会议应该是还没有发生
所以看来雅各书写成的时候，耶路撒冷会议应该是还没有发生。
换句话说，雅各书不太可能写于 AD50 年代，当然更不可能写于更晚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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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兄弟雅各一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直到他殉道为止，
因此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说 这卷书是在耶路撒冷写成的
因此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说，这卷书是在耶路撒冷写成的。

也有很多的证据显示，雅各书是新约各卷书信当中最早完成的著作，
约成书于AD45~48
约成书于AD45
48 之间。写作年代那么早，
之间 写作年代那么早
主要在于这卷书完全没有提到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那个主题是比较后期的书信所关切的问题，也是特色之一。

 二20 也用了会堂

不论雅各是如何殉道的，我们都必须承认，
他在早期的教会当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领袖，
 他关切羊群属灵的需要，而且尽心竭力于他牧养的职责
他关切羊群属灵的需要 而且尽心竭力于他牧养的职责
 他还关心到耶路撒冷以外的信徒，这封信就是写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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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的大纲可以分成六个大段落…
，
一、一1 问安，是最短的。
二、一2‐18 试炼跟试探。一2‐12 胜过试炼；一13‐18 试探的来源。
三、一19‐二26 遵行上帝的话语，其中可以分成四个小的段落：
1. 一19‐20 如何处理怒气的问题。
如何处理怒气的问题
2. 一21‐27 行道的实践，很清楚地讲到，不要单单听道，还要行道。
3. 二1
二1‐13
13 偏
偏心待人跟上帝的律法。
待人跟上帝的律法。
4. 二14‐26 使人得救的信心，跟面对上帝的话语必须遵行，有很密切的关联。
四、三1‐四12 教会内部的纷争，提到了五方面：
1. 三1‐12 不驯服的舌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教会似乎也不能够避免，这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面对的功课。
舌头 你如果不能够勒住它
舌头，你如果不能够勒住它，
话语常常成为教会纷争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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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13‐18 真智慧带来和睦。很需要在教会中，有领受从上头来智慧的人，
以致于能够谨慎我们的言词 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 而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
以致于能够谨慎我们的言词，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而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
3. 四1‐3 私欲是纷争的根源。讲到争战、斗殴，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
浪费在自己的宴乐当中…，都是私欲在牵动。
4. 四4‐10 悔改的呼吁。
5. 四11‐12 禁戒、批评、论断。都是针对教会内部的纷争而带出的教导教训。

六、五12‐20 末了的劝勉，包含三部分：
1 五12 不可起誓。
1.
不可起誓
2. 五13‐18 祷告跟医治的问题，抹油的祷告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3. 五19‐20 努力挽回那些离道者、软弱的、退后的、背离真道的。
我们很快的就来看一1‐18 的信息…
2‐4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五、四13‐五11
五
四 五 基督徒的世界观，也可以分三个小点来看：
基督徒的世界观 也可以分三个小点来看
1. 四13‐17 正视人生的无常与限制。
我们要承认，然后 求主 我们在其中知道我们所当扮演的角色是什 。
我们要承认，然后也求主让我们在其中知道我们所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2. 五1‐6 警告那些不义的富人。圣经强调的是那些为富不义，是很可怕的。
3. 五7‐11 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圣经一贯的思想是讲到我们是寄居的日子，
而基督徒生活当中，遵行神旨意、神命令，
基督
中 遵
意
命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并非常常会想到，但这是不是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呢？
是不是我们警醒、敬畏神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呢？值得我们深思。

12‐18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
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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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炼跟试探都有一个核心的对象，那个就是人的信心，
而信心主要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雅各书的用词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试炼跟试探在希腊文其实是同一个字，
中文翻译时常为了要传达出不一样的意思
中文翻译时常为了要传达出不
样的意思，而作了不同用语的翻译…
而作了不同用语的翻译
相同的地方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其实是同一个字，
在基督徒的人生经验当中，有可能同一件事情，它既是试炼又是试探。

两者也有结果上的不同。试炼，神如果许可的话、或神直接来考验我们的信心，
是要叫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一，更加坚定的倚靠神，
难怪雅各要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那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非常明显。
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胜过？因为他的眼目的确是定睛在神的身上，
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 甚至似乎他是认为说 没关系
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甚至似乎他是认为说：没关系，
他就算是真的把他给杀了献祭，神会叫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
很明显的，这个试炼或是说信心的考验，是要教我们来更深的坚定倚靠神。
只有一个秘诀、一个途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话语的可靠。
试探跟诱惑，结果是要叫人跌倒、叫人陷入罪跟死的当中。人如果要靠自己，
或是眼目不是定睛在那为他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身上，
抓住的不是上帝的应许的话，人不可能在这个当中得胜的。

但是试炼跟试探有很明显的差别：
 「试炼」也可以把它翻成「考验」，
它的来源是「从神 来」
它的来源是「从神而来」
目的是在于要我们生出忍耐，要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
总括来说 就是要成就上帝的工作 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
总括来说，就是要成就上帝的工作，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
神有一个很大的宝贵的心意，就是要让祂的工作、祂的旨意得以成全。
 「试探」可以把它翻成「诱惑」。

它的来源是「撒但」，还有另外一个来源：人的私欲。
神不试探人，人的私欲会叫人受试探。
目的不仅是从私欲跟撒但而来 是要破坏上帝的计画
目的不仅是从私欲跟撒但而来，是要破坏上帝的计画，
叫人远离神，而且败坏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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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炼得胜秘诀是在于求智慧跟喜乐的心，跟雅各所传达的有很密切的关联
试炼得胜秘诀是在于求智慧跟喜乐的心 跟雅各所传达的有很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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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探、诱惑胜过的秘诀当然就是治死老我，抵挡魔鬼，这些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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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当中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字，
虽然试探和试炼的来源 动机 结果并不相同
虽然试探和试炼的来源、动机、结果并不相同，
可是试探的存在是可以达到神试炼人的目的。

如果考验、试验对我们来讲是有益的，在信心的成长上有益，那为什么主耶稣
还要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呢？主要是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还要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呢？主要是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就是因为上帝为了人的益处所安排的信心的考验，
撒但
落入陷阱
有不少的时候会被撒但用来叫我们落入陷阱、破坏我们的信心。
彼前五8 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因为魔鬼是 断伺机要破坏我们的信
因为魔鬼是不断伺机要破坏我们的信心，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叫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不是我们四周的人，
这是我们在面对属灵争战的时候，必须要有清楚的辨认。

，代
试炼
败
，
人既有抉择的能力，代表人在试炼当中有得胜、也有失败的可能，
关键是在于我们是否依靠神。
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神会让我们面对考试，
要显明我们内 的光景 我们对于神的信 和顺服的程度
要显明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对于神的信心和顺服的程度，
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信心考验的时候所要成就的。
那么神试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经历他话语的信实，经历他恩典的宝贵，
也要增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如果试验跟考验对我们有益的话，那主祷文里面主耶稣好像还要我们祷告一件事情：
叫作「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从这句话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来看的话，
如果把它翻成「不要叫我们落入试探」，应该会更贴切一点，更好一点。
试探恐怕是很难不碰到 但是不要落入试探
试探恐怕是很难不碰到，但是不要落入试探，
却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应该警醒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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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所面对的考验通常都不是什么好玩的，绝对不是儿戏，
因此我们也不能够等闲视之。如果我们曾经身历其境的话，
就知道在信心的考验当中随之而来的困惑跟艰难，常常是我们急于要脱身的。
你想想看，一场死亡的车祸、完全没有预期的癌症，有谁喜欢？
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还不是那么难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还不是那么难，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预备好，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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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引到另外一个主题：要「凭着信心来求智慧」。
在胜过试炼或是面对考验的时候，得胜的秘诀是在于求智慧、喜乐的心，
在胜过试炼或是面对考验的时候，得胜的秘诀是在于求智慧
喜乐的心，
这个就牵涉到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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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应许，神是乐意赐智慧的。

 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绝对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经验！
 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是何其的痛苦跟惊恐，祂的祷告是：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是在面对这些信心考验的时候
这是在面对这些信心考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个很重要的态度

旧约所谈的智慧，是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可见属天的智慧 人生当中真正的智慧 是从认识神开始的
可见属天的智慧—人生当中真正的智慧，是从认识神开始的，
而且那个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所以 雅各书跟这个当然也是呼应了。
我们如果在百般的试炼中，在患难的当中，
我们其实是可以求那使我们得胜的智慧。
雅各在这边特别强调，祷告的时候、求的时候，要专一的求，要有信心。
 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既然是从神而来，按着祂的应许而求，主就必会赐给我们
 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甚么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三、我们愈认识自己，就愈必须要承认自己的
软弱、愚昧、无知，甚至很多的时候刚硬。
 我们也会知道撒但其实是试探人的高手，
不论是你的优点 缺点 长处 短处 牠都可以切入
不论是你的优点、缺点、长处、短处，牠都可以切入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没事，却不自觉的会陷入试探，
真的会苦不堪言
林前十12 自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5

16

真智慧的榜样到底是谁？ 在旧约里我们通常都会提到所罗门，
所罗门即位时应该还蛮年轻的 在面对重大的责任—
所罗门即位时应该还蛮年轻的，在面对重大的责任
治理全国百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使命！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有限。
所以在基遍献祭的时候，神在夜间向他显现，然后问他说：
「你要什么？你求，我给你。」所罗门求智慧。神非常喜悦这样的祷告，
所以就赐给所罗门智慧、财富、长寿…，我们看见，神是非常信实的。
新约里面，当然那智慧的真正的关键就在于主耶稣，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智慧，
新约里面
当然那智慧的真正的关键就在于主耶稣 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智慧
乃是因为祂真认识父上帝，祂是父的爱子，祂常常来亲近天父上帝、向祂祷告，
所以主耶稣知道怎么去面对各样的光景跟状况。
主耶稣当然也是最标准的因材施教，祂面对群众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祂知道要教导他们什么，按着他们的需要，按着情境，就切入真理的议题。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实在是真有智慧，
连被人诘难说到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
祂请人拿一个钱来 然后说「上面的像是谁？」该撒的像
祂请人拿一个钱来，然后说「上面的像是谁？」该撒的像，
主耶稣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

这样子的智慧我们如何领受呢？就只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来亲近神，
让上帝话语在我们的心中 让圣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不同的情境
让上帝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让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不同的情境。
当然，圣经也应许说神会赐给我们口才跟智慧 (路廿一15)，
特别是在持守信仰的事上，如果我们面对挑战诘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口才跟智慧。
而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看出事物的真义跟价值。
对基督徒而言 不仅是熟悉跟明白圣经而已
对基督徒而言，不仅是熟悉跟明白圣经而已，
更是在于合宜的去运用上帝的话语，
去了解人生，而且带出合神心意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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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们感谢你，
透过雅一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
雅
因为你是不试探人的，你也不会被恶试探。
但是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
是
探是
私欲牵引诱惑
因为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求主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在面对我们私欲的事上，
光照我们
主啊！能够学习治死老我，并且愿意在一切信心的考验当中，
定睛仰望
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求你引导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
好叫我们可 在基督里夸胜
好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夸胜。
继续的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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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跟智慧两者之间当然有密切的关系：
 知识就是对于客观的事物有一个完整的、全面性的了解
 智慧就是对这些充分的知识做合宜的运用，那个才是智慧
两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能够不断地装备。
我们更求的是祂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
我们更求的是祂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
让我们可以合宜的去运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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