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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第十二讲…

忍耐的考验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 忍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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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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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接近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提到—信徒要忍耐，而「忍耐」一词在这段经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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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出现了六次。这一段经文的信息跟 第一章的教导可以说是相互辉映。
第一章里面讲到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忍耐、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等等。
忍耐，一直是人生格言的重要内容，
忍耐
直是人生格言的重要内容
譬如说：忍字心上一把刀、小不忍则乱大谋…。
教导、
言，都是 帮 我
增 个
修养，
这些教导、这些格言，都是要帮助我们要增进个人的修养，
有的人更把它当作是迈向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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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能不能呈现出忍耐的特质呢？
甚至基督徒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失去了这个特质？
甚至基督徒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失去了这个特质？
有人开玩笑：一个基督徒向上帝祷告，向神求忍耐、耐心，但是也显得不太有耐心、
不太有忍耐，他说：「神哪，求你把忍耐赐给我，但是我现在就要！」
实在是没有什么忍耐！如果你向上帝祷告说：神哪，把忍耐给我的话，
那个需要被提醒的大概就是罗五1‐5「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祂 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祂，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所以如果你祷告求神给你忍耐的话，你要注意这是非常危险的祷告—
你等于向上帝说：「上帝啊，把患难给我！患难给我！」
这样的话忍耐才能够产生出来。不过保罗在罗马书 这边还没有讲完，
他接下去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忍耐其实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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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忍耐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来看看雅各怎么说...
雅各书其实就是写给那些正在受苦中的肢体，
雅各书其实就是写给那些正在受苦中的肢体
以神的心意来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心志。
忍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到底忍耐什么？
其实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两个字，当然中文都翻成忍耐。
7‐10 他用的makrothumeo讲到的是对人的，
 林前十三4 爱是恒久忍耐，比较偏向的是宽容的意思
爱是恒久忍耐 比较偏向的是宽容的意思
 弗四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忍耐跟宽容是连在一起的
 帖前五14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
我们又劝弟兄们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固然看到很多不合自己的意思，甚至不合真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但是不要忘记 有的时候是需要忍耐的 或是说真的很需要宽容
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是需要忍耐的，或是说真的很需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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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不是赞成错误的思想、说法、或是作法，而是说在祷告，在尽力去改变的同时，
这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宽容的心 因为有的时候宽容忍耐
这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宽容的心，因为有的时候宽容忍耐，
也是让一个人成长或是生命改变的，至少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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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跟我们一样没耐心，我不晓得人类能不能存在那么久？
在旧约里面 上帝使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旧约里面，上帝使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每碰到什么困难，以色列人的反应就是埋怨、一点耐性都没有。
我们看见神也曾经动过怒，若不是因为上帝的仆人摩西因为真的认识神、
抓住祂的应许，又因为他爱以色列的众百姓的缘故，来为他们向上帝祈求，
若不是如此的话，以色列人不晓得已经被毁灭了几次了。

十一节用了另外一个字叫作hupomeno，这个是对环境的，

也就是说在困境之下、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
譬如：罗八25「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可见的层面跟看不见的层面，到底哪一个比较真实？
 对一般的人来说，当然可以看得见的是比较真实，
 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如果它是基于神的应许、是出于上帝的话语，
虽然 时还没有看到它的成就 但是它的真实性却是比那可看见的更加的大
虽然一时还没有看到它的成就，但是它的真实性却是比那可看见的更加的大
帖后一4 我们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就是在环境不尽如人意，事实上是因着坚定的倚靠跟随
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患难逼迫当中，有那种坚忍不拔的特质。
所以就在这短短几节的圣经里面，他用了这两个字，
一方面讲到的是对人、一方面讲到的是对环境，
 对人比较多是指宽容
 在环境、甚至在逼迫患难的当中，是坚忍不拔
在环境 甚至在逼迫患难的当中 是坚忍不拔
而忍耐是上帝的属性，因为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

罗二4「上帝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祂的恩慈其实是要带领我们悔改，
「上帝有丰富的恩慈 宽容 忍耐 」祂的恩慈其实是要带领我们悔改

所以忍耐当然不只是神的属性，它也应该是基督徒要有的生命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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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从秋天开始耕种，秋雨就是十月、十一月所下的雨，具有松土的作用；
春雨就是每年的三月到四月 则是有助于收成的丰硕。因此从耕种到收成，
春雨就是每年的三月到四月，则是有助于收成的丰硕。因此从耕种到收成，
要等候好几个月的时间，要付出劳力的代价，既要松土除草、还要灌溉施肥。
总而言之，一路上都要耐心的等候。所以旧约每一次提到秋雨春雨的时候，
它后面都会加上之福，「秋雨跟春雨之福」，都在强调上帝的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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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耕种、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造就、要代祷、要有榜样，
带领我们所造就的门徒 对象 让他跟我们一起有属灵的操练
带领我们所造就的门徒、对象，让他跟我们
起有属灵的操练、一起成长
起成长。
如果一个农夫他所有都做了，如果种下去的是石头、石砾的话，能够收成吗？
根本不可能！种子有生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申十一13‐14「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性事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尽心尽性事奉他
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这段经文你看祂必按时降秋雨春雨，是强调神的信实。
坦白说，所谓的靠天吃饭，老天爷当然是有位格的上帝，
若非祂的供应，人其实是很难生存的。
但是我们也看见，能够让榖物生长的、农作物生长的，人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
上帝赐下种子、生命，还有赐下阳光、雨水、以及各样客观的条件，
虽然人是辛勤的在那里工作
虽然人是辛勤的在那里工作，
但是上帝所加上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人所能够付出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举了三个榜样让我们来深思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举了三个榜样让我们来深思…
1. 农夫的例子：各位想想有哪一个农作物，是可以一夜之间收成的？没有！
更严重的是农夫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天气，
 没有雨水，农作物就没有办法健康的成长
 雨水太多，有可能使农作物泡在水里面而无法收成
霜害 冰雹 还有过多的日晒 都可能会伤害农作物
霜害、冰雹、还有过多的日晒，都可能会伤害农作物，
所以等候农作物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更需要耐心，不能够揠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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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呢？从这一段经文上下文来看的话，
在这个贫困受压迫之下、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雅各告诉我们 我们的舌头格外的需要谨守 免得我们彼此埋怨
雅各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格外的需要谨守，免得我们彼此埋怨。
这跟我们在 第三章 那里所说到的，控制我们的舌头是非常重要的，
 在持守忍耐的事上，有的时候似乎是不免自艾自怜
 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面对的困难比较大，
而其他的人似乎没有我们那么样的辛苦，他们好像比较舒服、比较凉快
一旦这样想的话，就很容易失去耐心、失去忍耐、陷入埋怨、抱怨的光景当中，
而我们的收成很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要小心 彼此埋怨 最终是要面对主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小心，彼此埋怨，最终是要面对主的审判。
而我们应该有的是用爱心互相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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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 进入第二个榜样、或是第二个例子—先知的榜样…

他们如何成为忍耐的榜样、或是见证呢？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第
方面、就是他们是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苦。
就是他们是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苦
 他们虽然奉主的名说话，但不代表他们都被欢迎、被人所理解、被人所看重，
反而是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是受到逼迫
 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需要很小心，不要单单以结果来判定一个人的动机跟对错，
这个当然跟雅各书的信息是一脉相传的、是彼此呼应的
例如：一个人受苦 并不一定代表他没有按着上帝的旨意而行
例如：一个人受苦，并不一定代表他没有按着上帝的旨意而行，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说可能许多时候，
基督徒受苦，正是因为他的忠心，全然忠于上帝的托付。
这样的状况在先知们的身上是格外地贴切，
不晓得你有没有忍受痛苦的心志，不论是否被谅解、被接纳，
愿意持守属灵的原则 等候主的介入使得局势改变呢？
愿意持守属灵的原则，等候主的介入使得局势改变呢？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榜样，祂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苦难的道路，
而祂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祂的脚踪行，
用受苦的心志作为兵器，这跟雅各在 五10 所说的，也是相互辉映的。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
先知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职分，
来一也讲到说：神在古时、在早期、在过去，或是说他所讲的，
主要是指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上帝是透过先知来说话。
先知，其实是作上帝话语的出口。
先知 一般就会想到：他们所讲的都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先知，
般就会想到：他们所讲的都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不仅是如此，圣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先知蒙拣选，
主要是作上帝话语的出口，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内容，
不单单是讲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或是具有末世性、终极性的这种特质，
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讲的信息内容，跟听闻他们话语的百姓
当时的光景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当时的光景，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有两方面的职责：
 叙述将来发生的事情
将来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更重要的，是把上帝的心意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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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他们用生命的见证来证实所传的道。
雅各在短短的 节圣经描述的当中，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哪些的先知，
雅各在短短的一节圣经描述的当中
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哪些的先知
但是如果从旧约来看，这些有可能包含了…
 以利亚跟巴力的先知在迦密山上的那个对决，是我们津津乐道的，
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祷告下雨就下雨。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可是他对神有信心，他的祷告也经历到上帝大能的明证。
 以赛亚，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讲他是被锯子锯死的，
以赛亚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讲他是被锯子锯死的
很难想象那位在旧约时代，被神大大重用的上帝的仆人，
有关弥赛亚预言，相当大的部分是透过以赛亚所领受的，
并且把它传递出来，但是他还是用生命的见证
来证实了他所传的道，他的榜样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耶利米，在外邦君王跟自己的同胞手下受痛苦。
耶利米 在外邦君王跟自己的同胞手下受痛苦
 但以理，为了坚持面向耶路撒冷祷告，而被扔到狮子坑里面，
但是狮子却没有吃他。

顺服上帝不一定带来顺遂，
 主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结果祂就上了十字架
主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 结果祂就上了十字架
 提后三12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受逼迫，绝对不是早期教会才碰到的问题，
甚至很多人会以为说，逼迫是早期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外患，
而异端，是早期教会所面对的内忧。
当第四世纪第五世纪之后 这些似乎就逐渐地减少
当第四世纪第五世纪之后，这些似乎就逐渐地减少。
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当共产政权建立之后，
教会所受的逼迫、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付上生命代价的，
或是说二十世纪以来在逼迫当中，因为持守真道而失去生命的，
他们的总和是远超过前面十九个世纪基督徒殉道人数的总和。
今天其实在世界上有不少的地区，
基督徒依旧因为持守信仰的缘故而受苦。
这些事情其实一样 就像圣经所说的：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这些事情其实一样，就像圣经所说的：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而在旧约时代当中先知的榜样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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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先知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来印证他们所传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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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雅各所举的是约伯的例子…
五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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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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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伯到底是什么时候经历祝福的？他是在诸般的试炼当中经历祝福。
一开头我们就看见，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而且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上帝也祝福他，他不仅儿女成群、牛羊牲畜多到不可胜数，也就是说在乌斯地、
在他在所处的那个时代 约伯是 个大财主 富甲 方 难有人跟他匹敌
在他在所处的那个时代，约伯是一个大财主、富甲一方，难有人跟他匹敌。

约伯，圣经说他是个义人，可是这个义人呢却是受到极多的痛苦，
可见上帝在他的身上 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更高的美意
可见上帝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更高的美意。
苦难，不一定是为了惩罚罪恶，
不错，从整个最大的一幅图画来讲，苦难跟着罪恶一同进入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罪带来的是死亡，而在带来死亡的同时，当然也带来了苦难。
但是我们看见苦难很多的时候，同时也是一个奥秘—上帝不会无故地叫我们受苦。
约伯也因着苦难 而对上帝有了新的认识
约伯也因着苦难，而对上帝有了新的认识。

但是我们也看见，伯一‐三 的记载里面约伯的困境：两次遭遇不幸，
因为魔鬼的攻击缘故、使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儿女、失去了健康，
甚至呢他的妻子虽然存留，但是还是劝他说：「唉，你早点死掉算了！」
不过我们看见，约伯在这一切困境当中、甚至一夜之间失掉所有的一切，
很宝贵的一点就是说，约伯从来不用他的口来犯罪、没有拿来咒诅神，
反而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他属灵特质的展现不是在平时 或是说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属灵特质的展现不是在平时，或是说，
在平时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很准、很清楚，而是在困境的当中可以看到。

约伯记 四二1‐6
1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2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3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
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6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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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容许撒但攻击祂的儿女，但是会限制牠的范围和力道。
撒但要我们失去忍耐 失去忍耐的例子旧约里面其实也不少：
撒但要我们失去忍耐，失去忍耐的例子旧约里面其实也不少：
 摩西，第一次是击打盘石出水，第二次上帝说你吩咐，
可是摩西因为急躁再一次地击打盘石，使得他无法进入迦南地
 亚伯拉罕，因为没有耐心等候上帝的时候，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
最后是透过夏甲来生了以实玛利，造成整个人类历史的问题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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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
谢谢你透过先知忍耐的榜样、
透过约伯的例子约伯的见证，
再 次来激励我们
再一次来激励我们。
主啊！是的，主来的日子近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但是随时的预备却是你给我们的提醒，
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操练，
在真理的当中、在你的爱中，
不断地造就自己、并且操练忍耐的功课。
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好叫我们在随刻的预备当中、见你面的时候，没有羞愧。

雅各三次提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合理的解释，必须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
雅各三次提到「主来的日子近了」
合理的解释 必须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
 基督第一次来临完成救赎的工作，祂受死、复活，加上圣灵的浇灌
 这个世界是已经进入末日了，但是救恩的最高点是基督在荣耀当中降临，
但是末日到底有多长？主何时再来呢？这些却是我们所不晓得
救恩历史的下一个事件，就是基督的再来，一直是近了、
主来的日子近了、很快就要应验了，我们的心中要有所预备，
并且以此作为抉择的标准，要忍耐、要忍耐，直到主来！
目标就是在等候期待主的再来当中 操练忍耐
目标就是在等候期待主的再来当中，操练忍耐，
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不会是无止境无指望的等待。

愿主恩待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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