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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上﹕在試煉中得興旺（雅各書一 2-11） 
 
I. 雅各書第一章結構﹕一個工整的排列 

A. 雅一2-11（三個主題） 
� 信徒生命中的試煉（一2-4）  
� 智慧（一5-8） 
� 缺乏與富足（一9-11） 
 

B. 雅一12-27（重覆三個主題） 
� 試煉和上帝的關系（一12-18） 
� 在言語和順服上的智慧（一9-26） 
� 富足人的角色（一27） 

 
 
II. 試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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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great jo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test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erseverance/steadfastness/endurance. Let perseverance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perfect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lacking in nothing/needing nothing.

 (NIV, ESV, NASB, NLT) 
 
A. 試煉的觀察 

� 試煉（trials, tests）﹕雅各告訴我們有多少類別的試煉呢？ 
� 忍耐（perseverance, endurance, steadfastness）﹕要忍耐甚麼？ 
� 「試煉、忍耐、成熟和完全」有甚麼關系？ 
� 雅各是否教導我們要為試煉喜樂呢？或是以喜樂的心來迎接試煉呢？ 
� 這是命令或提議呢？雅各是否有點不近人情呢？真的可以這樣做嗎？ 
� 要實踐這個命令難在甚麼地方呢？有甚麼出路呢？ 
� 「喜樂」和「忍耐」都不是即下的情感反應，而是生命的內在品格 

 
B. 思想 

� Trial: this Greek word connotes trouble, or something that breaks the pattern of peace, 

comfort, joy, and happiness in someone’s life. The verb form of this word means “to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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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one or something to the test,” with the purpose of discovering that person’s nature or 

that thing’s quality. God brings such tests to prove—and increase—the strength and quality 

of one’s faith and to demonstrate its validity. (John MacArthur) 
− 「測試是為了改善」或「測試是為了摒棄」呢？ 
− 是不是試煉「畢業」後就不再需要新的試煉呢？ 

 
�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教導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應當歡喜快樂．因
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
迫他們。     【太五10-12】 

 
 
III. 智慧﹕雅一5-8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上
帝、主就必賜給他。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
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
甚麼．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you should ask God, who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without 

finding fault/reproach,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But when you ask, you must believe and 

not doubt, because the one who doubts is like a wave of the sea, blown and tossed by the 

wind. That person should not expect to receive anything from the Lord. Such a person is 

double-minded and unstable in all they do. (NIV, ESV, NASB) 
 
A. 對智慧的觀察 

� 智慧跟試煉有甚麼關系呢？ 
� 如何求才有果效呢？ 
� 「疑惑的人」疑惑甚麼呢？ 
� 「心懷二意」原文是 two-souled 的意思。請用現代的說話表達這意思 
� 我們是不是雅各描述的「疑惑的人」或「心懷二意的人」呢？ 
 

B. 思想﹕ 
� 如何求智慧﹕比較箴三5-6 和雅一5-6 
� 信心的重要﹕來十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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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上帝、主就必賜給他。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
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雅一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三5-6】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因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
信有上帝、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來十一1、6】 

 
C. 小結﹕在試煉或困難中三個 WHAT 的問題﹕ 

� 當我們的世界好像要崩潰時，我可以控制甚麼？ 
− 「以為、consider」﹕我們的態度；是選擇和決定，不是即時的感覺 

� 我要做甚麼才可以跨過今天（make it through today）？ 
− 不放棄（endure/persevere）﹕依靠上帝的應許，但不是自我樂觀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四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我們的老我】 

 
− 主耶穌提醒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      【太六34】 

 
� 我對明天有甚麼盼望呢（What hope do I have for tomorrow）？ 

− 上帝會用我們受的苦，轉化為祝福（對誰的祝福？）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
意被召的人。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
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
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
得榮耀。       【羅八28-30】 

 
− It is better to suffer for a purpose instead of to exist without one. (Craig Groes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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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缺乏與富足﹕雅一9-11 

A. 觀察 
� 卑微和富足的弟兄有甚麼不同和相同的地方？ 
� 他們的出現跟雅各在上文所討論的「試煉」有何關系呢？ 
� 雅一9﹕誰使卑微的升高？誰當喜樂？為何喜樂？ 
� 雅一10﹕誰使富足的降卑？誰當喜樂？為何喜樂？ 
 

Believers in humble circumstances ought to take pride in their high position. 

But the rich should take pride in their humiliation—since they will pass away like a wild 

flower.       (James 1:9-10, NIV) 

 
� 雅各多送富足的弟兄一句話（雅一11）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沒了．那富足
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這樣衰殘。 

 

For the sun rises with scorching heat and withers the plant; its blossom falls and its beauty is 

destroyed. In the same way, the rich will fade away even while they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B. 思想 

� 雅各是否在這裏教我們如何處理貧富的問題呢？ 
� 在試煉中要緊記﹕ 

− 我們不是一無所有、更不是無可依靠 
− 我們的保障和確據不是世界可以提供的 

� 試煉如何把卑微和富足的弟兄在上帝的面前相等（equalizing）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