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智慧

雅各书 第九讲…

雅各书 三13 18
雅各书：三13‾18
13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14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15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16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17 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
慧
清
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18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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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第三章整体的内容，主要讲的就是作师傅跟话语之间的关系。…
话语跟智慧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特别在三1 劝勉了读者不要多人作师傅之后，
他立刻就讨论「勒住舌头」这个主题，等到言语口舌讨论完之后，
雅各现在又回来讨论「智慧」这个重要的议题。

三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真正的智者 是不需要自吹自擂的 13 所讲的是，他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温柔。
真正的智者，是不需要自吹自擂的，
所讲的是 他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温柔
一听到「温柔」两个字，一般人会认为说这是女性的特质，
如果有用在男性身上很不合适，似乎有失去了男性气概的状况。
不过现在愈来愈多的人承认，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看法…

在古老的社会当中，特别是在东方，一个好的老师，
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当然就是智慧。
智者的特色不 定是学富五车 或是超级的聪明
智者的特色不一定是学富五车，或是超级的聪明，
而是说，智者要对于人、对于人生，有深刻的体验、有洞见，
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把这些原则，真正身体力行的缘故，
让人感受到这个人不仅值得讨教，更配得仿效。
智者之所以受到尊敬，不单单是在于他能够指点迷津，更在于他表里一致的典范。
 追求智慧、渴望成为智者，似乎是许多社会当中被向往的目标
 智慧、成为有智慧的人，自古以来一直就是被视为是很高的价值
然而雅各在这 段经文当中跟我们讨论 不单单是讨论智慧表面的东西
然而雅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跟我们讨论，不单单是讨论智慧表面的东西，
他乃是跟我们讨论智慧的来源，还有分辨真假智慧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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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的妻子她们期待她们的丈夫，能够具有温柔体贴的特质
 对基督徒而言，八福里的第三福就是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对基督徒而言 八福里的第三福就是讲到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绝对不是单单对姐妹说的，也是对弟兄说的
 主耶稣自己就具备这样子的特质，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耶稣自己就具备这样子的特质，主耶稣说：我 里柔和谦卑
 甚至保罗在劝勉问题多多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自己也说：

我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所以温柔的心，绝对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会有的一个特质
 加五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温柔也被列在圣灵所结的果子特质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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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如果就属灵的含义来看，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可得宁不得」 也就是说愿意放弃权利
「可得宁不得」，也就是说愿意放弃权利。
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得，
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仆人，而且有很多的牛羊牲畜，
而因为人口不断繁殖，牛羊牲畜也不断地繁殖，
那个时候，是以一种游牧的方式居住，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逐水草而居，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逐水草而居
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就会产生一些的争执。
亚伯拉罕并不因为他是长者，就自己来做一种专断式的处理，
亚伯拉罕并不因为他是长者，就自己来做
种专断式的处理，
他乃是把侄儿找来，说：「你我不可相争，你我的仆人不可相争，
所以你先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
罗得也老大不客气，一点都没有谦让长辈的态度，所以他就先选了。
创世记让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因为有那个温柔的特质，
他愿意放下自己权利的时候 神再一次坚固 坚定对他的应许—
他愿意放下自己权利的时候，神再一次坚固、坚定对他的应许
后裔的应许、地的应许，都再一次来对他述说。

温柔在一21 就已经提到：「你们要存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所以温柔的心 或是说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柔软的态度
所以温柔的心、或是说在上帝面前有
个柔软的态度，跟领受上帝的话语，
跟领受上帝的话语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刚硬的人，他面对神的话他是不可能接受的，
他只会排斥、拒绝、背逆这些特质，跟温柔是背道而驰。
主耶稣之所以展现出柔和谦卑，是因为祂是真正的智者。
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从小就展现了这个特质：
 路二40「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 」
所以智慧，是不断地在祂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
 路二52「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祂的心，都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祂的心，都一齐增长。」
齐增长。」
智慧增长，在耶稣的身上，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众人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主耶稣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柔和谦卑正是把祂的智慧展现出来的其中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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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当然不能！

我们来看看「真智慧」是什么？
雅各很喜欢用问答的方式来解说真理 在 雅各书里面其实出现了好多次：
雅各很喜欢用问答的方式来解说真理，在
里面其实出现了好多次
二14‐16「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他都是用问号 问题的方式来回答
他都是用问号、问题的方式来回答，
当然，答案也常常就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无形已经把它呈现出来。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当然不能！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当然不能！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
所以这是一个提出问题、又提供答案的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它是一个文学的笔法，但是是使得整个描述的内容，提高它的可读性。
三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答案是什么？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显然雅各确信，当时读他书信的人，当中当然是有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真智慧，
显然雅各确信 当时读他书信的人 当中当然是有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真智慧
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已经拥有这样子的真智慧
 当然他也知道，有人并不拥有这个真正的智慧
，
真
不过不论如何，所有基督的门徒，都应当以领受智慧为人生的目标。

二21「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他的答案当然就是强调21节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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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举亚伯拉罕的例子，然后说这不是因信称义的例子吗？
接下去他就讲到 所谓的因信称义其实是跟行为并行的
接下去他就讲到，所谓的因信称义其实是跟行为并行的，
也就是说那个行为是因着信心而出来。

有基督生命特质的人，当然也应该同时是拥有真正智慧的人，
雅各说 这样子的人应该要在他的生活当中 把它呈现出来
雅各说：这样子的人应该要在他的生活当中，把它呈现出来。
如果真有智慧，当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生活言行当中，可以观察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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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 第三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有真智慧才配在教会当中作师傅、或是作老师，
因为这样子的人，会勒住、制伏自己的舌头。
 真智慧也必然会展现出善行，也就是美好的生活方式
真智慧也必然会展现出善行 也就是美好的生活方式
 这跟不受约束的舌头所展现出来的恶行，呈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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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智慧一定会影响生活言行。我们所说的智慧绝对不是抽象的—
只是一种知识活动之后所领悟出来的道理
只是
种知识活动之后所领悟出来的道理，然后说
然后说一套做另外一套
套做另外 套。
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观察到，有一些人讲事情似乎头头是道，
很懂得道理，呈现出来的好像是很有智慧的面貌，但是这些人如果讲一套，
自己根本做不到，这当然不是真智慧，或是圣经所说的变成是虚假的智慧。
所以雅各在这里反复的强调，有信心一定会在行为当中表现出来，
在信心当中领受真智慧的人 当然也不例外
在信心当中领受真智慧的人，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没有人能够否认，态度是深深的影响了行为。
 真智慧在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态度的影响，而雅各在这边所强调的就是：
真智慧在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态度的影响 而雅各在这边所强调的就是：
那个态度就是温柔的灵，那么温柔的灵会直接的指引智慧人的行动，
他会用温柔的心领受上帝的话语，而温柔的态度也表现在人际关系上，
具体来讲就是表现出谦卑，而谦卑也确实是真智慧所展现的特质
 跟谦卑相反的自夸、或是说傲慢的夸耀，这是从假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态度，
并且深深的影响这些人的行动 你以为自夸只是膨风的自我形象而已吗？
并且深深的影响这些人的行动。你以为自夸只是膨风的自我形象而已吗？

太十一19「主耶稣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雅各在这里其实用了两个词，来加以描述这个态度的特征：
14「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14「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一个就是苦毒的嫉妒，第二个就是纷争，也可以翻成自私的野心，
这是一种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结党营私的恶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对于他人的需要或是目标毫无兴趣，都是自夸之人的生命所发出来的。
自夸也好，说谎话抵挡真道也好，展现出来的，似乎是自信满满很有智慧，
可是骨子里面所怀的 却是苦毒的嫉妒跟自私的野心
可是骨子里面所怀的，却是苦毒的嫉妒跟自私的野心，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虚假的智慧。

和合本小字「有古卷：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是。」
新译本「但智慧借着它所作的，就证实是公义的。」

主耶稣的这句话在说明：真正的智慧会在他的生活、动作、行动当中展现出来，
而且会证实是公义的。雅各所说的跟主耶稣的话，可以说是相互辉映：智慧是
透过行为加以证实的。人不可能自认为有智慧，却无法在行为上看到证据。
这种所谓的智慧就是没有真正行为
这种所谓的智慧就是没有真正行为，
在行动当中，看不见这种口头上的智慧，变成是虚的、假的、自吹自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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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在 三17 他列出了真智慧的八个特质：
1.清洁，跟它相对的，就是嫉妒跟自私的野心。
1
清洁 跟它相对的 就是嫉妒跟自私的野心 一个真智慧的人
个真智慧的人，他是心思意念
他是心思意念
是清洁的，因为清洁是一个属神的神圣，是不掺杂任何邪恶的念头。
当然圣经对于人心、人性的描述，其实是非常的悲观，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是人心的状态。
但是一个人如果因信耶稣基督，而领受了从上头来的真智慧的话，
他的心其实是清洁的 因为所谓的圣洁 圣这个字
他的心其实是清洁的，因为所谓的圣洁，圣这个字，
第一个是被分别出来的，第二个是被圣化、被洁净。
清洁真正能够成就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跟我们过成圣的生活，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清洁应该是这个人的内心的特质，是真智慧的特质。
2.和平，跟 16 因为嫉妒、自私的野心所产生的扰乱跟混乱是相对的。
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带来的到底是和平还是混乱，
这跟他里面内在的特质，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如果他有真正属神的智慧的话 他所到之地应该是
所以如果他有真正属神的智慧的话，他所到之地应该是
带来和平，因为他本身所领受的，是和平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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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良，跟温柔是同一个字。
4 柔顺 指甘愿让步 新约只有出现一次而已 简单说就是愿意顺服权柄
4.柔顺，指甘愿让步，新约只有出现一次而已，简单说就是愿意顺服权柄。
5.怜悯，二13「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神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
旧约：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怜悯之恩，怜恤之恩。
6. 善果，结出好的果子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说的「好树结好果子」，
这个善果跟圣灵所结的果子 也可以连起来思想
这个善果跟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可以连起来思想。
7. 没有偏见，跟二4 说的偏心待人是相对的。没有偏见就是指着：
不论断、不分裂、不会带来不和，而是以一种公正、公平的态度，来与人互动。
8. 没有假冒，就是言行一致，有信心而且也有行为。
三18 雅各为这一段作了一个小结：「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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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领受真智慧的人，是以和平的态度来行事为人的，而且必有收成，
他的收成或是说义果，指的当然应该就是智慧了。
智者以和平的态度行事 智者所做的 也带出和平的结果
智者以和平的态度行事，智者所做的，也带出和平的结果。
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从神来的真正的智慧，它终极的特征应该就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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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为我们预备救恩，
你让我们领受从上头来的真智慧。
但愿在真智慧当中，我们有温柔的心；
在真智慧的当中，我们有真正的和平；
而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所 的事，都能带来和平。
我们所做的事，都能带来和平。
愿主你荣耀的恩典，
继续透过我们彰显在许多的人身上。
听我们的祷告，
奉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基
名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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