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讀經計劃》
第三十七週， 11/7-11/12
經文：希伯來書第七章，雅各書
希伯來書
週一。第 13 章：在書信的末尾，提到基督徒應有的美德，
就如接待客旅，憐憫受苦之人，遠離淫亂，不貪錢財等。
並且在此叮囑他們，不要靠律法的規條，而是靠基督的恩
典。從最後一章可以看到，希伯來信徒遭遇一些傳假道的
人的攪擾，因此保羅提醒他們要堅守初信之時傳給他們真
道的人，並且效法他們。因為收信的猶太基督徒為信仰受
到了逼迫，就安慰他們這逼迫淩辱也是基督當初承受的，
我們作為跟隨基督的人，也理當如此受苦。在本章末尾，
也提到提摩太入獄剛得釋放的事情，因此我們也可以從中
想像那時基督徒受到何等的壓力和逼迫，這封信的言辭又
是何等的懇切和焦急。
每日經文默想：作者在第 7 節提醒收信的會眾要去思想那
些真傳道人的信心、為人和結局，你在聖經中可以想到哪
些人？他們的信心、為人和結局如何？
每日生活應用：回想你信主到如今的過程，如果曾經或者
目前正在基督裡受苦，你從希伯來書看到哪些安慰和亮光？

雅各書
簡介：活出信心。作者: 從歷史記錄、生平性格、用語、
猶太味道等各方面看，雅各書的作者指向初期耶路撒冷教
會領袖，耶穌的兄弟雅各。對象是在 1:1 節，給“散住十
二個支派之人”，十二個支派泛指各地猶太人。歷史背景:
社會貧富懸殊（1:9-11, 2:1-7, 5:1-6）；教會世俗化
（4:4）；苦難中渴望主再來（5:7-8）。本書的內容與宗
旨:

(4) 末世教義包括: 天國(2:5)，審判(2:12，13；3:1；
5:1-6)，主再來(5:8) 。
特色: 以教牧口吻勸誡，每次講論往往以“我的弟兄們”
開首；全書結構鬆散，文理此起彼落，不易分段，被稱為
新約的箴言書，多有登山寶訓和舊約的引述和比喻，為配
合題材本資料將以內容長短分五日內讀完。
週二。經文: 1:1-17。題目:試煉與試探，信心與智慧。
身為主兄弟的雅各以主耶穌基督(彌賽亞)的僕人自稱，並
屢次以弟兄稱呼收信人。他認為試煉能叫人靈命成長，智
慧能導人明白神心意，堅信不疑，忍受試煉，勝過試探，
這是神的賞賜。
思考問題
1: 1-4

分題: 信心經試煉得以完備。

Q1: 在 2-4 節中，信心的試煉與 v.3 的試驗指的是什麼?
請舉例說明。為什麼要以此為大喜樂?
Q2: 試煉能產生什麼成果? 屬靈生命的成長或完備必須經
歷試煉，你同意嗎？(參彼前 1:6，7；羅 5:3-4)
提示: v.2 試煉與 v.3 試驗都是指外在苦難帶來的磨煉，
如金銀在熔爐中被浄化的過程，都使我們的信心可藉此得
以完備。故此要以此為大喜樂。
1: 5-8

分題: 慿信求智慧不疑惑。

Q3: 為什麼要求智慧?
提示: 智慧在舊約中佔重要地位，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有屬靈智慧的人洞察神的心意，知道如何行在神的旨
意中，接受從神來的試煉。
Q4: 信心與疑惑有什麼互動的關係？是信心出問題，還是
理性上的問題？心怌二意的人指的是什麼人？

(2) 澄清當時人對因信稱義教義的誤解，強調真實的信心
是與行為相稱的信心。

提示: 信心與疑惑在此是相對的，指信仰上有疑惑，沒有
誠意，經常動搖。心怌二意的人(v. 8)是指不全心信靠神
的人；申 6:5，太 22:37 要求我們“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你的神，非半心、半性、半意。

(3) 傳授實用智慧，有明顯的猶太味道和實踐性意義，勸
導信徒在神與世界中作明智的選擇。

Q5: 比較 v.5 中缺少智慧的人與 v.6-8 節中疑惑與心怌二
意的人，神對兩種人有奐然不同的待遇？你對此有何感想？

(1) 堅固在試煉中的猶太基督徒。

1:9-11

分題: 卑微的升高，富足的降卑。

Q6: 這段裡有什麼諷刺性的對比？你如何理解卑微的升高，
富足的降卑都該喜樂？你認同這種價值觀嗎？
提示: 在當代的環境中，卑微者指謙卑貧穹的受壓者，他
們不靠財物只靠神；而富足者是壓制穹人的富戶，他們目
中無神，所倚靠的是自己的財物。
1:12-17

分題: 神試煉人，試探卻來自私慾。

Q7: 試探 (v.13-15)與試煉/試驗(v.12)有何分別？如何
從來源與果效上分辨？
Q8: 試從這段經文歸納出如何忍受試煉勝過試探的方法。
提示: 認識神全善的本性和人墮落後的罪性可以幫助我們
應付試煉，勝過試探。
週三。經文: 1:18-2:13。題目: 聽道與行道，虔誠與虛
假。
基督徒既是神按祂旨意用真道生出了來的，就當行在真道
上，不單聽道也要行道，操練真虔誠，不以外貌取人。
思考問題
1:18-21

分題: 讓真道生根結果。

Q1: 真道指什麼(v.21 下)？真道是誰栽種的？如何成長？
如何結果？
Q2: 人要用什麼態度回應才能讓真道生根結果? (v.19，
21)
Q3: 人敵擋真理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檢討自己有沒有犯同
樣的錯(v.20)
1:22-25

分題: 聽道與行道。

Q4: 為何聽道不行道是欺哄自己？作者用什麼來比喻? (v.
22-24)？請自問聽道之後有無行為上的改變？
Q5: 為什麼作者稱律法為“全備”、“使人自由的律法”
(1:25, 2:12)？在新約中這律法對基督徒的意義是什麼？
提示: 作為一個歸順福音的猶太人，雅各所言的“律法”
是耶穌基督所成全的律法，在此“律法”(nomos)雖然也
含有舊約律法的意思，卻也與上文使人靈魂得救的“真道”
認同；主耶穌對門徒說，“你們的義若不勝過法利賽人的

義不能進天國”(太 5:20)；新約的水準並不低於舊約，
但在新約底下，主耶穌的救恩把我們在定罪的律法中釋放
出來得真自由，所以這全備的律法成為使人自由的律法。

全身。所以要小心，不隨便作判斷，話語反映人的屬靈光
景，要考慮話語的一致性。

1:26-2:13

分題: 真虔誠，不按外貌待人。

Q5: 智慧與溫柔(meekness)與善行(good life)有何關連?

Q6: 作者如何對比真虔誠和假虔誠？要做什麼？不做什麼？
(1:26-27)

Q6: 比較上頭來的智慧和屬地的智慧有何不同的來源，表
現與結果？檢討你的智慧屬於那種。(v.14-18)

Q7: 不按外貌待人的核心價值是什麼？(2:5-8)

Q7: 試例舉聖經中具有真智慧與假智慧的兩個人物？從中
領受教訓。

提示: 外表貧穹的，內心富足；外表富足的，在對人對神
的德行上貧穹。
Q8: 找出作者對律法的兩種看法。
提示: 1）凡犯律法中的一條就犯全律法。(2:10)。2）律
法審判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2:12-13)
週四。經文: 2:14-3:18。題目: 信心與行為，言語與智
慧。有行為的信心是雅各書的前提重奌，作者在這段中用
辯論的方式來討論這議題。他並非與保羅的因信稱義唱反
調，反而是紏正當代人對保羅神學的誤解。
思考問題
2:14-26

分題: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Q1. 畄意“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這句子出現三次，把這
議題分成三小段，作者從三方面辯證，試找出這三分段及
其辯證重奌。提示: 架構分析；v.14-17 行為是信心的表
現；v.18-20 行為就是信心的證據；v.21-26 行為是成全
信心的例證。
Q2. 雅各對“信心”與“行為”的定義是否異乎保羅的教
導？此二位作者的先後次序是否有別？你如何在“信心”
與“行為”之間取得平衡?
3:1-12

分題: 制伏舌頭，話語無過。

Q3: 作者用了那幾個正反面的譬喻，他要說明的是什麼？
Q4: 請列舉出經文中兩個有關話語的教訓(v.1-2，9-10)
並自我反省。
提示: 作人師傅的特別要小心言語，小小的舌頭如嚼環、
如舵、如火，影響重大，卻難以制伏；若能控制就能調動

3:13-18

分題: 追求上頭來的智慧。

週五。經文: 4:1-17。題目: 世俗與私慾，論斷與誇口。
4:1-12 接 3:14，15，再談嫉妒紛爭。處世之道在乎謙卑
親近神，把一切判斷與計畫都放在神手裡。
思考問題
4:1-10

分題: 不張狂誇口。

Q6: 你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什麼？是自我中心或者是以神
旨為念？v.13-15 是不是叫我們不用為未來策劃？
Q7:“交讬”對你的意義是什麼？自信與信靠神是不是有
衝突？
Q8: v.16 張狂誇口與上文的自我和自信態度有何連接？
週六。經文: 5:1-20。題目: 財勢與報應, 忍耐與禱告。
這章可以分為三段，第一段(1-6)控訴財主的罪行，宣告
他們的報應，第二段(7-12)勸人忍耐等待將來的審判，最
後第三段(13-20)勉勵弟兄間要彼此扶持。
思考問題
5:1-6 分題: 恃財欺人的報應。

分題: 不與世俗為友。

Q1: 1-6 節追蹤 3:16 節，弟兄姐妹中爭鬥的來源，作者
的結論是什麼？
提示: 貪戀生嫉妒，嫉妒生爭鬥，這一切都不出於神的靈，
而是與世俗為友，貪愛世界的結果。
Q2: 這段用正反面教訓我們: 消極方面要防備什麼？遠離
什麼？抵擋什麼？積極方面要如何對神 (v.7,8)？如何看
自己(v. 6,10)？如何對付罪(v.8,9)？
提示: v.5 有幾種解釋: (1)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
(豈不是)深愛(我們)以致嫉妒(我們移情別戀去愛世俗)麼？
(2) 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豈是(叫我們)戀愛(世界)至
於(生) 嫉妒麼？
Q3: 你個人在生活上要怎樣把這些教訓付諸行動？試列舉
具體行動。
4:11-12

4:13-17

分題: 不論斷人。

Q4: 批評和論斷與上文的爭鬥(v.1,2)和驕傲(v.6)有何關
連？
Q5: 判斷人的是什麼？設立律法的是誰？為什麼論斷弟兄
就是論斷律法？
提示: 判斷人的是律法，設立律法的是神；利 19:16-18
說論斷人就是不行律法，不尊重律法，這就是論斷律法。

Q1: 列舉財主的罪行和報應。為什麼雅各與信徒討論非信
主的富人的問題？
Q2: 富足不是罪，恃財欺人才是罪，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處
理這個問題？
5:7-12 分題: 忍耐等待審判。
Q3: v. 7-11“忍耐”出現幾次？忍耐等待什麼？
Q4: 要用什麼心態忍耐等待？有什麼聖經前例可循？
Q5: v.12 為什麼說不可起誓？聖經教訓不可起誓有何精
意？與上文有何關連？
提示: 聖經並非禁止起誓的儀式，活在現代社會有時免不
了起誓的儀式；雅各書的教訓是本於太 5:34-37 基督的山
上寶訓，主旨是要我們作個誠實人，無須靠起誓來支持諾
言。這段“免…審判”是連于上文 v.9, v.12。
5:13-20

分題: 弟兄間要彼此扶持。

Q6: 畄意第 13 與 19 節有什麼相同的句子把兩段連接起來？
可見整段內容有何連繋？
Q7: 列舉 13-18 節有關禱告的詞語。按方式和性質分，
有那幾種禱吿？
Q8: 禱吿能生什麼功效？你相信嗎？你曾經歷過哪些？
Q9: v.19, 20 指的是那種人？信徒還是非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