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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言慎行谨言慎行
雅各书：四11-17、五1-6、12雅各书

如果一个人真的回转归向神的话，他就在他的行为当中要有几方面的注意：
包括不可以论断、不可以自夸、不可以亏负穷人、不可以发誓起誓...。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三1‐12描述了舌头危害之大，
如果不能勒住舌头、或是内心的光景有问题，舌头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要勒住舌头 要保守生命的教导所以要勒住舌头，要保守生命的教导。

四11开始，雅各就从三方面讲到我们应有的做法，
我们如果不悔改、不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如果不悔改、不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会继续按着旧有的模式、

以属世的智慧来行事，而不是按着从上头来的智慧来生活。

这样做的话按照世俗的标准，似乎是正常的，
但是却不自觉的会继续持续的与神为敌、惹动神的愤怒。

接下去的经文当中雅各就指出几种言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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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经文当中雅各就指出几种言行的模式，

一方面陈述他们的错误，并且警告信徒，应该要远离这些的错误。

首先我们来看「不可论断」…
四11‐12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四11 12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这两节经文的当中出现两个动词：批评、论断。

「批评」指的就是说人坏话 有可能带有几分事实；但是更可能是恶意的中伤「批评」指的就是说人坏话，有可能带有几分事实；但是更可能是恶意的中伤。
四1「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这样的状况来对照来看的话，

雅各心中所呈现的图画，很可能就是指着在教会当中人际互动里面，

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严重的批评跟定罪。

不可论断或是不要批评，在整本圣经当中是一贯的教导，
旧约里面是如此、新约里面也是如此，

利未记十九6、诗篇一○一5、箴十18…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 也就是太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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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就是太七1‐5，
也花了一些的篇幅来教导，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

而在保罗的教训当中，毁谤、谗言…，也都列在不讨神喜悦的恶事当中，
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他说就是批评论断律法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批评弟兄、论断弟兄，他说就是批评论断律法，

而论断律法、就等于是没有遵守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这里到底说的律法是指什么？很显然就是利十九18「爱人如己」，
雅各在二8 已经引用过了，他的意思很清楚：藐视肢体、恶意地中伤、

甚至用一种绝对正义的姿态来定人的罪，这是很明显地背离了律法。

这样的态度跟行为绝对不是 件小事情 这样的行动等于就是说这样的态度跟行为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样的行动等于就是说：
律法可有可无，律法就算存在，它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

一言以蔽之，这样子的人等于是审判了律法，而且认定律法是不必遵守的。

刚刚这两节圣经仔细来看的话，会发现雅各没有直接用「违犯律法」这样的字眼，
而是用了很特殊的一个字眼叫作「论断律法」，

论断弟兄、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

那对犯罪者而言，所谓的论断律法其实是一个更严重的罪，

因为罪人呢 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比律法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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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罪人呢，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比律法更高的地位，

借着论断律法，阻碍他人去守律法



身为受造的人，却把自己高举到比律法更高的地位，很明显的违反了圣经的真理，
因为设立律法的是上帝 神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给百姓因为设立律法的是上帝，神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给百姓，

它的内容是包括了不可增添、跟不可删减性。

但是论断律法，等于是坐在审判官的位子上、来对律法发出批判。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此任何人把自己放在高于律法的地位，

而且想要去更动、去修订、甚至对律法不予理会的人，等于把上帝推到一边去，

拒绝接受祂至高的主权 而且把自己放在 个僭越的地位上拒绝接受祂至高的主权，而且把自己放在一个僭越的地位上，

这件事的严重性，恐怕已经远远地超过我们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

也就是说，批评论断弟兄，不单单涉及的是言行的不当，它根本上是在审判律法、也就是说，批评论断弟兄，不单单涉及的是言行的不当，它根本上是在审判律法、
进而藐视了律法的来源，就是那位至高的掌管万有的上帝。

有人说：这样讲会不会太严重了些？而且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就是雅各的原意呢？

四11‐12 根本没有提到上帝这两个字啊？

不过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应该很清楚：
12a「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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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那当然就是那位独一的上帝，不是指的摩西、也不是指地上的任何一个人。

如果我们觉得这半节还不够清楚的话、还有疑问的话，
12b「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当然很清楚讲的就是神 就是上帝12b「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当然很清楚讲的就是神、就是上帝。
批评论断，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它涉及的是我们对律法、

甚至对赐下律法之父上帝的态度。

基督徒有的时候很容易会一下跑到「反律法主义」的状态当中，
因为觉得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那么律法的价值似乎是就变得非常低了，

甚至呢 反正上帝会饶恕 会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就在这些事上甚至呢，反正上帝会饶恕、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些事上

不自觉的会变成用一个轻忽的态度来面对。

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都是错误的，就好像路德讲的：律法跟福音要清楚地分辨，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都是错误的，就好像路德讲的：律法跟福音要清楚地分辨，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错误的认知、

也产生了错误的行为，对我们的影响还有在救恩的体认上面，
其实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结果。如果我们再继续问：批评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基督徒会以为不可以批评、论断，指的是任何的事情都不可以有意见、

不可以表达任何的看法 因为你讲了 似乎说别人 那就变成论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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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表达任何的看法，因为你讲了、似乎说别人，那就变成论断了。

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正确。

论断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批评论断者用一种自以为义的态度、
用一种绝对公正的超然的角度，去定别人的罪。用一种绝对公正的超然的角度，去定别人的罪。

更可怜的是，这样的人其实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
太七1「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应该是指免得你们被神论断。

论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多不同的翻法，但是在这边应该是指着审判。

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针对这个议题其实是有更积极的教导：
太七5「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太七5「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总括的来说：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伪君子，就是那假冒为善的人，总括的来说：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伪君子，就是那假冒为善的人，

自己眼中有梁木都看不见、然后急着要去除掉别人眼中的刺，

那个刺就是木屑，也可以说是梁木的一种反射、投射。
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伪君子，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只看到别人的问题

神是要我们成为真弟兄、真正的肢体

也就是说先用同样的高标准来看自己的问题 先来对付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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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先用同样的高标准来看自己的问题、先来对付自己的问题，
然后才去帮助我们的肢体，来面对他的问题、一同成长。

接下去我们要看的是第二部分，四13‐17讲到的是不可自夸、不可夸口…

嗐 「 某 年13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14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甚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15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16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17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面对未来、作计划、作安排，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
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If you fail to plan，You plan to fail。英文里面有 句话说 If you fail to plan，You plan to fail。

说得简单一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若不计划，就会失败
现代人愈来愈知道作企划、要作周详的计划，

然后按部就班地去加以执行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似乎认为针对未来作计划是不对的，
甚至呢还是得罪神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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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呢还是得罪神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他的意思真是如此吗？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雅各是以商人来作例子：「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利。」
所以今天 明天 往某城里去 都没有特定的指称 也没有说作什么买卖所以今天、明天、往某城里去，都没有特定的指称、也没有说作什么买卖，

但是这个人的动机却是买卖得利，并且认为自己似乎掌控了全局。
看来他的生意作得大概也不小，已经可以跨越不同的城市，

这个人的状况，看来是对自己前面的发展信心满满。

其实未来有许多未定的因素，人是不能够掌握未来，上帝才是未来的主宰，
正如过去 现在祂是主宰 样 祂是掌管万有的主 包括祂是你我的主人正如过去、现在祂是主宰一样，祂是掌管万有的主，包括祂是你我的主人。

自以为知道上帝对未来世界的计划，等于在某方面持了一种僭越的态度，

我们作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尊重敬畏神。我们作计划的第 步，是要尊重敬畏神。
在你我未来的主权，作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神的引导，并且求神显明祂的心意。

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呢，也要有心理准备，总可能有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发生，
不论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甚至我们也要有一点打算

有的时候我们所安排、我们的计划呢，可能无法完成，

但这个可能代表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是我们事先所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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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可能代表上帝有 个更大的计划，是我们事先所不知道的

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不单单是雅各写信的对象，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不可自夸就是讲到说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也应该要做计划 只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是可以也应该要做计划，只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

我们要知道，未来其实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要为未来作计划的时候，

要寻求神、并且把自己放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

我们对于未来有多少预知的能力呢？
雅各在这边说：我们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是用你现在拥有的健康 财富 学位 社会的地位来衡量吗？是用你现在拥有的健康、财富、学位、社会的地位来衡量吗？

不是的，他的答案是在四14「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与上帝的永恒和全能来对照的话，人是何等地短暂跟渺小。与上帝的永恒和全能来对照的话，人是何等地短暂跟渺小。
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是承认人有限，承认未来不在我的掌握之中，

不是莫可奈何，当然更不应该是志气消沉，

而是让我们在凡事上来专心地依靠主。

四15「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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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主若愿意」，的确成为许多基督徒放在口中的话语。

雅各提醒我们这句话「主若愿意」，并不是只是要我们嘴里说说，

转个头 又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转个头，又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

而是要我们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是时时刻刻地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
和神的带领当中，说这句话才变成是有实质的意义。

所以自以为掌控全局、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作的计划，叫作张狂夸口，

四16「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因此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 然后去作计划 这样子的事情就是邪恶的因此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然后去作计划，这样子的事情就是邪恶的，

带来结果是什么呢？必不亨通，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四17 提醒读者罪的一个定义—「知善不行」，为什么还要加上这句话呢？四17 提醒读者罪的 个定义 「知善不行」，为什么还要加上这句话呢？

因为雅各相信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说读他书信的这些读者们，
知道作计划应该要寻求神的心意，

知道应该把自己的未来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并且顺服而行。

可是他们当中却有许多的人不去如此行，明明晓得对的是什么、却不去做，
或是四17「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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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四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是得罪神的。

接下去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点—不可亏负穷人，五1‐6…
1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1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2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3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4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5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
6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很明显 这是讲到审判即将来临很明显，这是讲到审判即将来临。
耶稣在路六24‐25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这些描述呢都是跟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有福了、有福了，是一个强烈的对照，
所 很显然 神的 意是要让我们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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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显然，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蒙福，

但是蒙福有蒙福的特征，而有祸呢也有有祸的特征。



刚刚的这段圣经，接下去还有讲到说：如果人都说你很好的话，你也有祸了。
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有可能一个人活在世上 总是处处要去取悦别人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可能 个人活在世上，总是处处要去取悦别人，

失去了生活的原则、真理的支柱，反而是以讨别人的欢心作为他存在的目的。

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雅各其实已经在雅各书里面，几次的警告有钱人—
当然是指的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不要依赖不定的钱财、不要迫害、不要亵渎，

他呼吁这些为富不仁的人，要悔改、要离弃罪恶，也就是亏负穷人的罪恶。
当时有许多基督徒正是受到这些不义的富足人他们的欺压当时有许多基督徒正是受到这些不义的富足人他们的欺压，

这里提出的警告，或是说对于有钱人将要受审判，这些光景的描述，

跟耶稣在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当中，对财主在阴间所受的苦，其实是蛮类似的。

雅各强有力的表达、还有栩栩如生的描绘，
都让人读了之后，觉得似乎这些已经发生在眼前了。

雅各要这些为富不仁的人，为了必然要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要哭泣、要号咷，
他们只知在今世积攒钱财，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可见的财物上

然而这些都将要过去 身外之物的价值其实是起伏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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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将要过去，身外之物的价值其实是起伏不定的，

依赖这一切其实是何其愚昧

不只是在这边讲到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咬了、金银长了锈，那是指贬值了；

更糟糕的是 肉要被吃 如同火烧 这是描述一个人在审判当中死亡的光景更糟糕的是，肉要被吃、如同火烧，这是描述 个人在审判当中死亡的光景。

我们看到雅各一再地对富足的人、有钱的人提出了批判，
让人会觉得是不是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有钱就变成是一个罪恶？

绝对不是如此！有钱不是罪，除非所得的是不义之财。
富足的人问题是在于他们的骄傲，以为他们掌控全局、

以为可以呼风唤雨 以为他们的价值是以所拥有的财产来加以衡量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以为他们的价值是以所拥有的财产来加以衡量，
他们的问题也是在于贪婪跟自私，只顾赚取更多、而不愿意分享，

特别是他们累积财富的途径。竟然是透过亏负穷人。

按照圣经时代的惯例，当时工人的工资应当是要当天就来发放，
甚至是在日落之前就应该把工人当得的来给他，使他第二天可以用于家庭的生计。

在古代的社会特别在近东地区，有人认为说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靠着每一天的收入、或是他每一天劳碌所获得的来维生。

所以亏欠工钱 等于就是让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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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亏欠工钱，等于就是让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这是一种冤情、是不义的事情、是得罪神的。

神垂听穷人在困境当中的呼求，
神在审判的日子要在不义的富足人身上来实行公义神在审判的日子要在不义的富足人身上来实行公义，

这些人在世的日子奢华宴乐，然而对于穷人的困境却是毫无同情、没有行动。

雅各并没有期待说：这些富足的人要去从事什么慈善的事业，
只是要他们好好按着当做的去做—他们如果财富愈多，

他们应该要想到的是如何地为那些贫穷的人，

为他们预备更多工作的机会为他们预备更多工作的机会。

而这些人来帮他工作，特别像4所说的：
「给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应当积欠他们的工资、不要亏欠他们。」

这是雅各对于富足的人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6「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主 稣很容易让人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此，

富足的人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他们所做的事情，

就跟当年那些犹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相同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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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当年那些犹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相同的行径，

这是我们要特别谨慎、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有关谨言慎行呢，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个部分…
五12「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五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

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雅各在这边说最要紧的是，难道起誓这个事情跟他在整卷书信当中，
其他的教导比较起来它是最重要的吗？没有比它更重要的吗？

看来不一定 因为这一段的教导已经是接近尾声了看来不一定，因为这一段的教导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雅各要把握 后的机会提醒他的读者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起誓很多时候会牵涉到神的名字，

妄称神的名是严重的罪。

如果从旧约的背景、或是以色列人的背景来看，
律律法里面并没有禁止起誓，只是强调说必须要忠实、要忠诚，

也就是说起的誓不可违背。(利十九12)
耶稣吩咐门徒却是说：「不可以起誓」 超越这样子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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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吩咐门徒却是说：「不可以起誓」，超越这样子的教训
主耶稣所教导的跟犹太人的传统已经是超越了，禁止任何的誓言。



在这边我们就会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到底是禁止任何的誓言 不可起誓呢？还是说是禁止不诚实的誓言？到底是禁止任何的誓言、不可起誓呢？还是说是禁止不诚实的誓言？

如果看保罗书信中，罗一9、加一20、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保罗自己的行动，对于起誓的事情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

这个主题，也曾经在整个解经上产生一些的争执，
禁止不诚实的誓言，起誓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违背所说的

禁止任何的誓言 乎 在登禁止任何的誓言，似乎也是很明确：耶稣在登山宝训、雅五12所说的内容

在教会历史当中，不同的团体在应用上是有差别的，譬如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路德派 就是信义宗 加尔文派 就是改革宗路德派、就是信义宗、加尔文派、就是改革宗，

这些对于政教之间的关系还是持比较正面的一种看法，

而且认为起誓、服公职，都是可以容许的

有一个团体叫作重洗派，或是说叫作激进的改教团体，他们就认为说：
不可以起誓、不可以服公职、不可以打仗，因为打仗的话就会杀人

服公职 因为政府其实是邪恶的团体与神的旨意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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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公职，因为政府其实是邪恶的团体与神的旨意相违背

他们在起誓的事上，解读是认为是绝对不可以起誓

在这一段的教导当中，可能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话语，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太五 跟雅各在雅五12 讲到最后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太五、跟雅各在雅五12，讲到最后都提到 个很重要的话，

就是：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说话要诚实！

有一些人把起誓当成是证明自己是诚实的、是无辜的、是忠诚的，

很多的人起誓其实只不过是拿另外一种大家公认的权威，来支持、

或是替他所说的话背书 这节圣经 这个主题 最重要的教导就是或是替他所说的话背书。这节圣经、这个主题，最重要的教导就是—
但愿我们这些在神面前领受真理，领受基督救恩的人，

因为生命改变的缘故、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谨言慎行的缘故，，
我们所要做到的应该是：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谎言是出于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们看见有人就是习惯性的说谎，那就代表他还行在罪中，
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在神的面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在人的面前也是如此的话 这就是我们在谨言慎行上面 重要的一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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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面前也是如此的话，这就是我们在谨言慎行上面 重要的一个实践。

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但愿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在凡事上讨祂的喜悦。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是的，何等愿意，我们在与人互动的当中是的，何等愿意，我们在与人互动的当中

我们真的谨言慎行、我们不亏负人。
特别在弟兄姐妹当中，

有一些他们是作企业的老板、是作雇用他人的这些主人，
但愿他们在面对他们员工的时候能够全然的没有亏负；

更求主让我们在谨言慎行上，我们能够谨慎我们的话语，更求 我们在谨言慎行 ，我们能够谨慎我们的话语，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话、你都在意，

我们所说的不仅是在人的面前、也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们愿在你的面前说 让我们操练所以我们愿在你的面前说：让我们操练—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让我们所说的，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

都可以站立得住！
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正直合乎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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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