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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以下”真理项目” (包括这件)的材料受到国际智慧产权保护. 这些材

料使用的目标是为了教会多块完成大使命。我们愿意培训者免费大量使用

及推广这些材料。不得将所有的材料进行增添或删改任何部份的内容;出

借、租赁、销售, 或改制衍生为另外成品。 

 

 健康基督徒入门 

 健康基督徒第二集 

 从创世记到耶稣故事 

 圣经大纲第一集 

 圣经大纲第二集 

 如何查经(如何读圣经) 

 带领小组事工 

 退休灵修加油会 

 启示录当中的其他经文参考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意见, 请向zhenlixiangmu@rightbox.com的邮箱进

行沟通.  

www.zhenlixiangm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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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如果说被称为教义书信的罗马书，希伯来书，加拉太书等教导了教义

的话，那么可以说雅各书教导的是伦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教义和伦理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保罗和雅各的教导并不冲突，只是外在的表现不同罢了。

保罗教导：“福音要进入你的里面”；而雅各劝慰“把你们的福音表明出来”；

保罗论及我们信仰的根源，而雅各更多讲到的是我们信仰所的果实。他强

调伴随终极行为的信心，在本书中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虚浮的”（雅 2：

20），是死的（雅 2：26）。这绝对不是雅各反对信心的讲论。相反，这正

是对于信心的讲论。 

 

A． 作者 

本书的作者虽然称为“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雅 1：1）”但

到底是哪个雅各却 

颇有争议。可以确定这个雅各不会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理由是西庇太的

儿子雅各在此之前已经殉道（徒 12：20），而本书并非成书于保罗的旅行

布道之前。使徒中还有一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但如果他是本书的作者的

话，他没有理由在属名的时候对他使徒的身份只字不提。（加尔文认为亚

勒腓的儿子是本书的作者） 

与上述的观点不同，在所有的猜想之中本书的作者雅各是主耶稣的弟

弟雅各这一主张最被广泛的认同。根据马太福音 13 章 55 节的记载，他应

该是主耶稣最大的弟弟，是约瑟，西门，犹大的哥哥。他在主传道的时候

还没有信福音（约 7：5），而是看到主的复活才生发信心（林前 15：7），

在五旬节的时候与使徒们同心合意事奉（徒 1：14，林前 9：5）。在他的

弟兄中间雅各以出众的热心和才能不久就立于指导者位置，我们可以推测

他从未信福音之前一直严格的遵守律法，在相信之后也强调作为基督徒的

道德层面，这也是本书极力验证的态度。在保罗悔改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AD38 年左右）他已经成了教会的领袖（加 1：19），11 年后再次造访的

时候同彼得和约翰一起并称为教会的柱石（加 2：9）。保罗在末次旅行布

道结束回到耶路撒冷时雅各仍然身处教会带领者的地位(徒 21：18)。根据

约瑟夫的记录，AD62 年安纳斯的儿子大祭司安纳纽斯借着新总督奥巴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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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任以破坏律法的罪名在公会定雅各有罪，命人将其用石头打死。在被

很多石头打中的同时仍然见证主耶稣，在临死的时候也象主耶稣在十字架

上所做的一样，为了伤害他的人做赦罪的代祷，死后被埋葬在圣殿的旁边。 

B． 写作对象 

本书的写作对象是“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1：1）。这从广义上说可

以是三种解释。 

（1） 散住在各地信或不信的犹太人（Gibson）。 

（2） 从属灵的角度看的基督徒 (Tubingen)。 

（3） 犹太的基督徒 (Alford, Mayor)。 

从本文的犹太人色彩和雅各试图纠正人们以为拥有信心却没有信心之举

的意图来看，第（3）的主张最为贴切。 

C． 作者的动机和目的 

本书的内容中间显明了作者著书的情况和目的。在当时那些收信的对

象正处在试炼之中 

（1：2－18,5：7－8）。所以教导人们在熬炼中成为精金，在逆境之中要

忍耐是本书的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目的不在于此。当时的信众过分的强

调因信称义的教义导致轻视现实，使信仰和爱心只留在嘴上。在教会里富

足人瞧不起穷人，还毁谤众弟兄，甚至于埋怨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

犹太人教会的引导者雅各写成了本书，旨在借着“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样强厉的言词警戒信仰和行为脱离的倾向，并确立健全的基督教伦理，

给软弱的教会注入新鲜活力。 

D． 成书时间和场所 

本书成书最有可能的时间是耶路撒冷大会（AD49 年，徒 15：1－20，

加 2：9）之前；从对犹太人的文化（无花果，橄榄，春雨和秋雨等巴勒

斯坦的气象特征）描写的详实来看可以断定成书的场所应该是耶路撒冷。 

E． 内容分段 

（1） 基本的教训――1,2 章 

（2） 实际的教训――3,4 章 

（3） 结束的劝勉――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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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信心的试炼 

 

*经文：雅 1：1－27   钥节：2,3 节 

 

Ⅰ。观察本文： 

1， 观察本文，标注小标题。 

2， 这是谁给谁写的书信？（1） 

3， 信心的试炼有什么益处？（3,4） 

4， 对于缺少智慧的有何劝勉？该怎样的祷告？（5－8） 

5， 忍受试探的人会有什么赏赐呢？人为什么会受试探呢？ 

6， 神以恶试探人吗？（12－15） 

7， 各样的恩赐和赏赐从谁而来？他是怎样的一位呢？（17－18） 

8， 说一说该快做的和慢做的是什么？（19） 

9， 人的怒气会产生怎样的结果？（20） 

10， 听道不行的人好象什么？说说听了去行的益处。（23,25） 

11， 什么是虚假的虔诚？（26） 

12， 说一说真正的虔诚是做怎样的事？（27）  

 

Ⅱ。默想本文： 

1， 我们的一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试炼，请思考试验带来的益处。

（2－4，来 12：8－11） 

 

2， 本文中也教导了人在地上经历的富足终将灭没（9－11）。请一起

讨论基督徒必须超越贫穷和富足的题目。 

 

Ⅲ。应用本文： 

1， 分享你个人以信心（信仰）胜过试炼的经历，说明当以怎样的姿

态来面对现在所遭遇的难处。 

 

2， 你现在过的是真虔诚的生活吗？（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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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行道的人 

＊ *经文：雅 2：1－26        钥节：26 节 

Ⅰ。观察本文： 

1， 给本文分段，标注小标题。 

2， 写出在本文中出现的命令。 

3， 信靠基督的人该对别人存怎样的态度？（1，申 1：17） 

4， 待他人的最高律法是什么呢？（8，利 19：18） 

5， 自由的律法是什么？请思考怎样才是按照自由的律法说话行事

呢？（12） 

6， 请用自己的话来说明 17,18 节经文的意思。 

7， 19 节经文说魔鬼也相信神的存在。你的信与魔鬼的信有区别吗？ 

8，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以什么为证据的呢？（21，创 22 章）结果神对

他做了什么呢？（23，创 15：6，代下 20：7） 

9， 喇合如何得称为义？（25） 

10， 信心是借什么得以完整？请背诵 26 节的话语。 

 

Ⅱ。默想本文： 

1， 对于以貌取人，本文是怎样说的呢？请详细的写下来。（1，4，5，

8，9） 

 

2， 请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你所拥有的是死的信心还

是活的信心呢？ 

 

Ⅲ。应用本文： 

1， 请省察自己是否曾按他人的外貌（贫富，学历，地位等）判断过

他呢？ 

我们的教会的情况怎样呢？ 

 

请重新默想 14－16 节的经文，省察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过的生活。有感动

的可以做以分享。（参考太 25：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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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舌头与真智慧 

*经文：雅 3：1－18  钥节：2 节 

 

Ⅰ。观察本文： 

1， 给本文分段，标注小标题。 

 

2， 作者为什么劝戒不要做师傅呢？（1）请说说指导者的重要性。 

 

3， 怎样的人是完全人？（2）请背诵第 2 节经文。 

 

4， 以什么喻舌头？（3,4） 

 

5， 舌头有怎样的能力？在本文中有说明吗？（3－6） 

 

6， 善恶的最终极本源是什么呢？（9,10） 

 

7， 对于智慧和有见识之人的劝勉是什么呢？（13） 

 

8， “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的特征是什么呢？（14,15） 

 

Ⅱ。默想本文： 

1，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基督徒特别的管理好自己的舌头是重要的呢？

（如果有经历可以作见证）你管理好你的舌头了吗？（太 12：36

－37，诗 141：3） 

 

2， 请说明假智慧和真智慧，你拥有真智慧吗？ 

 

Ⅲ。应用本文： 

在学习本文的同时，在稿纸上概括地写 3－4 页的随想或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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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课：要顺服神 

 

*经文：雅 4：1－17       钥节：7,8 节 

 

Ⅰ。观察本文： 

1， 给本文分段，标注小标题。 

2， 在本文中找出对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的描写，并记录下来。 

3， 争战和斗殴的原因是什么？（1,2 上） 

4， 你们得不着的缘由是什么？求也得不着的原因是什么？（2,3） 

5， 与世俗为友的结局如何？（4, 2：23） 

6， 要让魔鬼逃跑，当怎样做呢？（7） 

7， 请背诵第 7 节和第 8 节上半节的经文。 

8， 批评，论断弟兄的其实是怎样的人呢？谁才是设立律法和判断人

的呢？（11,12） 

9， 作者把我们的生命比作什么呢？（14） 

10， 追求财物和快乐，对于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有怎样的评价呢？

（17） 

 

Ⅱ。默想本文： 

1， 思想一下你若只求自己的益处或贪心，难道不会在教会，聚集，

职场，学校，家庭等等环境中产生纷争和冲突吗？如果与人之间

不和睦仍然能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吗？ 

 

2， 神是宇宙的主宰者，也是立法者，审判官，在你毁谤弟兄，论断

弟兄的时候，是否是把神架空在他的审判地位上了呢？（11－12） 

 

Ⅲ。应用本文： 

1， 我们不自觉之间就会与世俗为友，但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是很危险

的，你如何能避免与世俗为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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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考“你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这句话的意思（参考诗 39：

4－7）。 

省察自己的祷告生活。（3） 

 

 

3， 学习了本文之后简单的写下你的祷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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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结束的劝勉 

 

*经文：雅 5：1－20         钥节：8 节 

 

Ⅰ。观察本文： 

1， 给本文分段，标注小标题。 

2， 对于富足人，经上说什么了呢？（1）他们哭泣，号咷的原因是什

么呢？（2－ 6） 

3， 我们要忍耐多久呢？并且该怎样的态度等候呢？（7－8） 

4， 忍耐的典范人物是谁呢？（11）他是怎样的人呢？（参考伯 1：1

－2：1042：10－17） 

5， 请背诵第 8 节经文。 

6， 对于起誓，本文如何教导？（12） 

7， 受苦的与喜乐的当作什么？（13）你是怎样做的呢？ 

8， 我们该什么时候祷告呢？（13－16） 

9， 本文是以谁为例说明了祷告的重要性？他是怎样的人呢？（17，

18 参考王上 17：1－17,18：42－45） 

10， 对于使失迷真道的回转，本文是怎样阐释的？（19,20） 

 

Ⅱ。默想本文： 

1， 物质主义思想是现代社会里撒但的诱惑。 

我们来思考坠入物质主义的你并坠入物质主义的教会。 

 

 

2， 你是善于忍耐的人吗？ 

默想约伯，若和你的状况相比较的话，会经验到怎样的不同呢？ 

 

 

3， 你不否常常（忧伤时，快乐时，患病时）过与主一起交通（祷告）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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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你的教会有没有彼此代祷的美好经历呢？ 

 

 

Ⅲ。应用本文： 

1， 说说有关你的物质生活。（丢弃的事，使用的事）有没有奢侈浪费

的事呢？ 

该支付的酬劳有没有及时的支付呢？ 

 

 

 

学了雅各书之后，有什么感想（感觉）简单的写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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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

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雅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