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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雅各書得興旺 
 
 

雅各書是新約聖經中的智慧文學，它帶着箴言的傳統，在平易近人的
叮嚀中教導我們如何在基督裏邁向成熟。 

 
作者雅各是主耶穌的弟弟。他是一位敬虔的以色列人，也是初代教會
的重要領袖。 

 
他寫此書教導信徒如何在挑戰中得以成熟。誠意邀請大家一起學習當
中七個興旺的功課：（一）在成長中興旺、（二）在試煉中興旺、
（三）在話語中興旺、（四）在信心中興旺、（五）在自制中興旺、
（六）在謙卑中興旺、（七）在禱告中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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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錄 
 
 
第一課 在成長中得興旺 （Thrive in Maturity） 

 
第二課 在試煉中得興旺 （Thrive in Tests） 

 
第三課 在話語中得興旺 （Thrive in Word） 

 
第四課 在信心中得興旺 （Thrive in Faith） 

 
第五課 在自制中得興旺 （Thrive in Self Control） 

 
第六課 在謙卑中得興旺 （Thrive in Humility） 

 
第七課 在禱告中得興旺 （Thrive in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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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在成長中興旺 
 
I. 為何從雅各書中學習興旺（thrive） 

A. 甚麼方法可以令你生命得興旺呢？ 
�    

  
    

 
B. 雅各書的特色﹕ 

� 簡單、直接 
� 強調實踐性 
� 有猶太智慧傳統 
� 如何在危機中成長 
 
 

II. 雅各書背景 
A. 作者是雅各（雅一1） 

� 新約聖經中記載了四位雅各﹕ 
− 耶穌使徒猶大的父親（路六16，徒一13） 
− 耶穌使徒之一，他是亞勒腓的兒子（太十3，可四18，徒一13） 
− 耶穌使徒之一，他是西庇太的兒子、約翰的哥哥（太四21，可三

17），他在公元44 年在希律王手下殉道（徒十二1-2） 
− 耶穌的弟兄、half-brother（太十三55，可六3）；教會傳統認為他是雅

各書的作者 
� 耶穌的弟兄雅各 

− 在主耶穌受苦、升天之前，他不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約七5） 
− 主耶穌在復活後向他顯現，他便歸信主（林前十五7） 
− 在主耶穌升天後，他和馬利亞和其他門徒一起聚會（徒一14） 
− 他是耶路撒冷初代教會的重要領袖之一（使十二17，十五13，廿一

18，加一19，二9、12） 
− 據猶太歷史家約瑟夫（Josephus）記載，他在公元62 年時，在大祭司

策劃下，被公會處死 
 

B. 寫作日期和對象 
� 因書中的教會儀式和紀律仍屬雛形，全書也沒有提及耶路撒冷大會

（公元48-49年 ），故不少學者認為寫作日期頗早，約在公元4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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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初代教會受到猶太人和希律王的逼迫而散居異地，但卻因為
把福音帶到外邦（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雅一1），但其內容也對外邦
信徒說話 

 
C. 主題特色 

� 作者多處引用主耶穌的教導（登山寶訓）、舊約聖經和智慧文學傳統 
� 書中沒有系統的討論教義，但卻充滿了實踐上的智慧 
� 作者以牧者心腸寫給身受試煉的信徒，鼓勵他們在信心中忍耐下去 
 

應用﹕上帝在困難中的保守 
• Deliver Out Of the Circumstance 
• Deliver Through the Circumstance 
• Deliver Unto Jesus 
 

 
D. 結構分段 

� 雅一1 問安 
� 雅一2-18 試探中存喜樂 
� 雅一19-27 聽道與行道 
� 雅二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 
� 雅三 要制服舌頭 
� 雅四 以恩慈待人 
� 雅五 信心的祈禱 
 

 
III. 在成長中興旺 

A. 雅各告訴我們一個成熟的基督徒的特色﹕雅一2-4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
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
欠。 

 
Consider it pure jo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erseverance. Let perseverance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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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雅各書和利未記十九章 

� 利未記十九章的重要性 
 

利十九12  雅五12  
利十九13  雅五4  
利十九15  雅二1、9  
利十九16  雅四11  
利十九18上  雅五9  
利十九18下  雅二8  

 
C. 雅各書主題和聖經的類比 

 
雅一1 腓二9-11  
雅一8 王上十八21  
雅五5 太七7-8  
雅五20 箴十一30  

 
D. 雅各書和福音的類比 

 
雅一12 A crown of life i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God. 
雅一21 Receive with humility/meekness the implanted/engrafted Word, 

which is able to save you. 
雅二1 Faith in the glorious Lord Jesus Christ will show no 

favoritism/partiality/respect of persons. 
雅三17 The wisdom from above is pure. 
雅四1-6 We are called to pray and live by faith. 
雅五16、羅一17 Man is sinful and depraved, but God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IV. 功課 

A. 細讀雅各書一2-18 
B. 選出一點或經文和大家分嚮（可以個人得著或不明白的經文） 
C. 在困難中，你通常問那一個問題（why / what）？那個答案對你更大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