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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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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勉: 着重在应用

与旧约智慧书
的格言相似，
被称为《新约
的箴言》

与登山宝训的
教导相呼应



• CUS  James 1: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
喜乐。 (Jam 1:2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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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12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
他们。 (Mat 5:10-12 CUS)

• CUS  James 1:4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Jam 1:4 CUS)

• 48所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Mat 5:48 CUS)

试炼与喜乐

进入完全



• CUS  James 1: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Jam 1:5 CUS)

4

• 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
门。 9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10求鱼，反
给他蛇呢？ 11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
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Mat 7:7-11 
CUS)

求神美好的赏赐



• CUS  James 1:17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
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
动的影儿。 (Jam 1:17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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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
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Mat 7:11 CUS)

• CUS  James 1:20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Jam 1:20 CUS)

• 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
凡字下添无缘无故地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Mat 5:22 CUS)

神的赏赐都是美好的

要控制自己的怒气



• CUS  James 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Jam 1:22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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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25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
上。 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27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Mat 7:24-27 CUS)

• CUS  James 2:5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Jam 
2:5 CUS)

• 3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Mat 5:3-5 CUS)

听道而且还要行道

贫穷的人

CUS  Isaiah 61:1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Isa 61:1 CUS)

CUS  Luke 11:28耶稣说，是却
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

福。 (Luk 11:28 CUS)



• CUS  James 2: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
是犯了众条。 (Jam 2:10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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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
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Mat 5:19 CUS)

• CUS  James 2:13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
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Jam 2:13 CUS)

• 7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Mat 5:7 CUS)

有关遵守律法

怜恤人的人



• CUS  James 3:12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
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Jam 3:12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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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17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
结坏果子。 (Mat 7:16-17 CUS)

• CUS  James 3:18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Jam 3:18 CUS)

• 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Mat 5:9 CUS)

好树结好果子

使人和睦的人



• 2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
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3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
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Jam 4:2-3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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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8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
门。 (Mat 7:7-8 CUS)

• 4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
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Jam 4:4 CUS)

• 24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
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Mat 6:24 CUS)

寻找与寻见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 9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10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Jam 4:9-10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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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Mat 5:4 CUS)

• 11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
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
断人的。 12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
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Jam 4:11-12 CUS)

• CUS  Matthew 7:1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2因为你们怎
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
器量给你们。 3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呢？ 4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5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Mat 7:1-5 CUS)

哀恸的人

不要论断



• 2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3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
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4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
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5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 (Jam 5:2-5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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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
偷。 20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
窿来偷。 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Mat 6:19-21 CUS)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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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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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Jam 5:10-11 CUS)

• 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
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Mat 5:12 CUS)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先知的榜样



• 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
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
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Jam 5:12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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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
要向主谨守。 34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
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35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
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
城。 36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
白了。 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 (Mat 5:33-37 CUS)

不可起誓



• 13 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
作买卖得利。 14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
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Jam 4:13-
14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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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Mat 6:34 CUS)

不要为明天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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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James 1:1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
安。
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4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
就必赐给他。
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
风吹动翻腾。
7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8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9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10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11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
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
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13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
人。
14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16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
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18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
熟的果子。 (Jam 1:1-18 CUS)

信心的考验

忍受试探的
人是有福的



• CNVS  James 1:1 神和主耶稣基督的
仆人雅各，向散居<1290>各地的十二支派
问安。

• CUS  James 1:1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
雅各，请散住<1290>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 ESV  James 1:1 James, a servant of God 
an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the 
twelve tribes in the Dispersion: Greetings.

• KJV  James 1:1 James, a servant of God 
an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the twelve 
tribes which are scattered<1290> abroad, 
greeting.

• NAS  James 1:1 James, a bond-servant of 
God an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the 
twelve tribes who are dispersed abroad, 
greetings.

<1290> διασπορά (diaspora)

Meaning: a dispersion (Isr. in Gentile countries)

Origin: from 1289
Usage: dispersed(1), Dispersion(1), scattered throughout(1).

今天的基督徒是否也是“散居/寄居各地”？

9此后，我观看，见有许
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
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10大声喊着说，愿救恩
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也归与羔羊。 (Rev 7:9-

10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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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1 Peter 1:1耶稣基督的使
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
<1290>在本都，加拉太，加
帕多家，亚西亚，庇推尼寄居
<3927>的 (who reside as 

aliens)。 (1Pe 1:1 CUS)

<3927> παρεπίδημος (parepidemos)

Meaning: sojourning in a strange place

CUS  Hebrews 11:13这些人
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
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
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
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3927>。 (Heb 11:13 CUS)

CUS  1 Peter 2:11亲爱的弟兄阿
你们是客旅<3941>，是寄居的
<3927>。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
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1Pe 2:11 CUS)



“试炼”还是“试探”？有何不同？

CNVS  James 1:2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

试炼<3986>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 (Jam 

1:2 CNVS)

<3986> πειρασμός 
(peirasmos)

Meaning: an 

experiment, a trial, 

temptation

Origin: from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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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Hebrews 3:8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3986>他的时候一样。 (Heb 3:8 CUS)

CNVS  James 1:12能忍受试炼<3986>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1384> (approved)之后，必得着
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CUS  James 1:12忍受试探<3986>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
那些爱他之人的。
ESV  James 1:12 Blessed is the man who remains steadfast under trial<3986>, for when he has stood 
the test he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which Go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CUS  1 Peter 1:6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3986>中暂时忧愁。 (1Pe 1:6 CUS)

CUS  2 Peter 2:9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3986>，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2Pe 2:9 

CUS)
CUS  Revelation 3:10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3985>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3986>。 (Rev 3:10 CUS)

CUS  1 Corinthians 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3986>，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

试探<3985>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3986>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1Co 10:13 CUS)



“喜乐”和“看为喜乐”有何不同？

CNVS  James 1:2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

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2233>喜乐； (Jam 

1:2 CNVS)

CUS  Philippians 2:6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2233>自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
NAS  Philippians 2:6 who, although He existed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a thing to be 
grasped,

<2233> ἡγέομαι (hegeomai)

Meaning: to lead, suppose

Origin: from 71
Usage: chief(1), consid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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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James 1: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2233>大喜乐。

ESV  James 1:2 Count it all joy, my brothers, when 

you meet trials of various kinds,
NAS  James 1:2 Consider it all joy, my brethren, when 
you encounter various trials,

CNVS  Hebrews 10:34你们同情那些遭监禁的人；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因为知道自
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CUS  Hebrews 10:34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
美长存的家业。
ESV  Hebrews 10:34 For you had compassion on those in prison, and you joyfully accepted the plundering of 

your property, since you knew that you yourselves had a better possession and an abiding one.
NAS  Hebrews 10:34 For you showed sympathy to the prisoners, and accepted joyfully the seizure of your 
property, knowing that you have for yourselves a better possession and an abiding one.



• 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
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 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1383>就生忍耐<5281>。

• 2 Consider it all joy, my brethren, 
when you encounter various 
trials,

• 3 knowing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endurance<5281>. (Jam 1:2-3 
NAS)

CNVS  James 1:2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

各种试炼<3986>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
(Jam 1:2 CN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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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什么原因可以让我们在遭遇各种
试炼的时候，可以“看为喜乐”？

CNVS  Romans 5:3不但这样，我们更以患难为荣；知道患
难产生忍耐<5281>，

CUS  Romans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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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V  Romans 5:3 Not only that, but we rejoice in our 

sufferings, knowing that suffering produces endurance,
NAS  Romans 5:3 And not only this, but we also exult in our 

tribulations, knowing that tribulation brings about 
perseverance;

CUS  Hebrews 12:1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
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

心忍耐<5281>，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Heb 12:1 

CUS)

<5281> ὑπομονή (hupomone)

Meaning: a remaining behind, a patient enduring
Origin: from 5278



<5046> τέλειος (teleios)

Meaning: having reached its end, 

i.e. complete, by ext. perfect

Origin: from 5056

Usage: complete(2), mature(4), 
more perfect(1), perfect(12).

CUS  Hebrews 10:36你们必须忍耐<5281>，使你们行完了

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Heb 10:36 CUS)

CUS  Revelation 13:10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

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5281>和信心，就是在此。 (Rev 

13:10 CUS)

要忍耐到什么地步？

CUS  Matthew 5:48所以你们要完全<5046>，象你

们的天父完全<5046>一样。 (Mat 5:48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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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VS  James 1:4但忍耐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CUS  James 1:4但忍耐也当成功<5046> ，使你们成全<5046>完备，毫无缺欠。
NAS  James 1:4 And let endurance have its perfect <5046> result, that you may be 
perfect <5046> and complete, lacking in nothing.

完全

已然又未然

基督徒的一生是否能达到完全的地步？
CNVS  Colossians 1:28我们传扬他，
是用各样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
人，为了要使各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

<5046>。 (Col 1:28 CNVS)



有成熟生命的基督徒

• 2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 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 4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Jam 1:2-4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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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试炼→忍耐→完全/毫无缺欠

有来自神的智慧应对试炼

信心→因信称义

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Rom 1:17 CUS)



试炼，智慧，信心

• 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
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 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
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 7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 8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
有定见。 (Jam 1:5-8 CUS)

• 5 But 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let him ask of 
God, who gives to all men generously and 
without reproach,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him.

• 6 But let him ask in faith without any doubting, 
for the one who doubts is like the surf of the 
sea driven and tossed by the wind.

• 7 For let not that man expect that he will 
receive anything from the Lord,

• 8 being a double-minded man, unstable in all 
his ways. (Jam 1:5-8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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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
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 7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 8心怀二意<1374>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
有定见。 (Jam 1:6-8 CUS)

• 6 But when you ask him, be sure that your faith is in 
God alone. Do not waver, for a person with divided 
loyalty is as unsettled as a wave of the sea that is 
blown and tossed by the wind.

• 7 Such people should not expect to receive anything 
from the Lord.

• 8 Their loyalty is divided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 
and they are unstable in everything they do. (Jam 
1:6-8 N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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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 δίψυχος (dipsuchos)

Meaning: of two minds, wavering“心怀二意的人”是怎样的人？

23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
信的人，凡事都能。
24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有古卷作立时流泪地喊着说）
(Mar 9:23-24 CUS)

CUS  Matthew 6:24一个人不
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
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
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Mat 

6:24 CUS)

治好污鬼附身的孩子



• 9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 10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 11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
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
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 (Jam 1:9-11 CUS)

• 9 But let the brother of humble 
circumstances glory in his high position;

• 10 and let the rich man glory in his 
humiliation, because like flowering grass he 
will pass away.

• 11 For the sun rises with a scorching wind, 
and withers the grass; and its flower falls off, 
and the beauty of its appearance is 
destroyed; so too the rich man in the midst 
of his pursuits will fade away. (Jam 1:9-11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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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节和2-8节的“试炼”这个主题有何关系？

1:9 让做弟兄者夸耀吧！卑微的要因他的
崇高而夸耀；
1:10 富足的也要因自己的降卑而夸耀；
因为有财富的人必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
样。
1:11 日头一出，带着热风，便使那草枯
乾；它的花就凋谢，它美丽的样子便消没
了。富足的人正在进行他的事业时、也必
这样衰残。

9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升为荣；
10富足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辱；

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
(Jam 1:9-10 CNVS)



• CNVS  James 1:12能忍受<5278>试炼的人，是有福
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
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 CUS  James 1:12忍受<5278>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
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 ESV  James 1:12 Blessed is the man who remains 
steadfast under trial, for when he has stood the test 
he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which Go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 NAS  James 1:12 Blessed is a man who perseveres 
under trial; for once he has been approved, he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which the Lor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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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Hebrews 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

<5278>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Heb 12:2 CUS)

<5278> ὑπομένω (hupomeno)

Meaning: to stay behind, to await, endure
Origin: from 5259 and 3306

CUS  James 1: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5281>。 (Jam 1:3 CUS)

<5281> ὑπομονή (hupomone)

Meaning: a remaining behind, a patient 

enduring
Origin: from 5278

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的试炼!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榜样！

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在生活中忍受各样大大小小的试炼，必得生命的冠冕！



受自己私欲的试探

• CNVS  James 1:14每一个人受试探，都
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诱惑的。

• CUS  James 1:14但各人被试探，乃是
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 ESV  James 1:14 But each person is 
tempted when he is lured and enticed 
by his own desire.

• KJV  James 1:14 But every man is 
tempted, when he is drawn away of his 
own lust, and enticed.

• NAS  James 1:14 But each one is 
tempted when he is carried away and 
enticed by his own lust<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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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one is tempted when he is carried 

away<1828> and enticed<1185> by his own lust.

每一个人受试探<3895>，都是被自己的私欲
<1939>所勾引<1828>诱惑<1185>的。

<1828> ἐξέλκω (exelko)

Meaning: to draw out or away

Origin: from 1537 and 1670
Usage: carried away(1).

<1185> δελεάζω  (deleazo)

Meaning: to lure
Origin: from delear (bait)

<1939> ἐπιθυμία (epithumia)

Meaning: desire, passionate longing, lust
Origin: from 1937

CUS  James 1:13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私欲/罪/死

• 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
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Jam 1:13-
15 CUS)

• 15 Then when lust<1939> has 
conceived, it gives birth to sin; 
and when sin is accomplished, it 
brings forth death. (Jam 1:13-15 NAS)

26

罪 死私欲



神不试探人；相反，各样美好
的(good) 礼物和各样完备的
(perfect)礼物都是来自神

• 16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 17各样美善的<18>恩赐，和各样全备的<5046>赏赐，都是
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 18他按自己的旨意<1014>，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
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Jam 1:16-18 CUS)

• 16 Do not be deceived, my beloved brethren.

• 17 Every good thing bestowed and every perfect <5046>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lights, 
with whom there is no variation, or shifting shadow.

• 18 In the exercise of His will <1014> He brought us forth by 
the word of truth, so that we might be, as it were, the first 
fruits among His creatures. (Jam 1:16-18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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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6> τέλειος (teleios)

Meaning: having reached its end, i.e. 
complete, by ext. perfect

<1014> βούλομαι (boulomai)

Meaning: to will

Origin: a prim. vb.

CUS  1 Corinthians 12:11这一切都是这
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1014>分给各人

的。 (1Co 12:11 CUS)

CUS  2 Peter 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1014>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2Pe 3:9 CUS)



《雅各书》大纲

• Jam 1:1 问候
• Jam 1:2-18 信心的考验
• Jam 1:19-27 听道也要行道
• Jam 2:1-13 偏待人的罪
• Jam 2:14-26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 Jam 3:1-12 管住舌头
• Jam 3:13-18 论从上头来的智慧
• Jam 4:1-10 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
• Jam 4:11-17不可彼此批评，张狂夸口
• Jam 5:1-6 警告富足的人
• Jam 5:7-12 要忍耐等候主的日子
• Jam 5:13-20 信心的祷告大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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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
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20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21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
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23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
目。
24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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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
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Jam 

1:19-27 CUS)



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 
那么什么可以成就神的义？

• 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
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 20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2038>神的义。

• 21所以你们要脱去<659>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
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Jam 1:19-21 CUS)

• 19 This you know, my beloved brethren. But let everyone 
be quick to hear, slow to speak and slow to anger;

• 20 for the anger of man does not achieve<2038>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 21 Therefore putting aside all filthiness and all that 
remains of wickedness, in humility receive the word 
implanted, which is able to save your souls. (Jam 1:19-21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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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James 3:18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
所栽种的义果。
NAS  James 3:18 And the seed whose fruit is 

righteousness is sown in peace by those who 
make peace.

CUS  Romans 4:4作工的<2038>得工价，不

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Rom 4:4 CUS)

<2038> ἐργάζομαι (ergazomai)

Meaning: to work, labor
Origin: from 2041

CUS  Colossians 3:23无论作什么，都要
从心里作<2038>，像是给主作的，不是

给人作的。 (Col 3:23 CUS)



当如何领受那神所栽种的道？

• 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
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 20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 21所以你们要脱去<659>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
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Jam 1:19-21 CUS)

• 19 This you know, my beloved brethren. But let everyone 
be quick to hear, slow to speak and slow to anger;

• 20 for the anger of man does not achiev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 21 Therefore putting aside all filthiness and all that 
remains of wickedness, in humility receive the word 
implanted, which is able to save your souls. (Jam 1:19-21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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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ἀποτίθημι (apotithemi)

Meaning: to put off, lay aside
Origin: from 575 and 5087

CNVS  Hebrews 12:1 所以，我们既然
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应该脱下<659>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
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
面前的赛程；
CUS  Hebrews 12:1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
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
<659>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
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NAS  Hebrews 12:1 Therefore, since we 

have 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 

surrounding us, let us also lay 

aside<659> every encumbrance, and the 

sin which so easily entangles us, and 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 the race that is set 
before us, (Heb 12:1 NAS)

如何理解“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传福音还是培灵？



当如何领受那神所栽种的道？

• 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
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 20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 21所以你们要脱去<659>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
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Jam 1:19-21 CUS)

• 19 This you know, my beloved brethren. But let everyone 
be quick to hear, slow to speak and slow to anger;

• 20 for the anger of man does not achiev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 21 Therefore putting aside all filthiness and all that 
remains of wickedness, in humility receive the word 
implanted, which is able to save your souls. (Jam 1:19-21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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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ἀποτίθημι (apotithemi)

Meaning: to put off, lay aside
Origin: from 575 and 5087

如何理解“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
救你们灵魂的道？传福音还是培灵？

CUS  1 Peter 2:1所以你们既除去<659>一切
的恶毒（或作阴毒），诡诈，并假善，嫉
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2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
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3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1Pe 2:1-3 CUS)

NAS  1 Peter 2:1 Therefore, putting aside 

all malice and all guile and hypocrisy 

and envy and all slander,
2 like newborn babes, long for the pure 

milk of the word, that by it you may grow 

in respect to salvation, 3 if you have 

tasted the kindness of the Lord. (1Pe 

2:1-3 NAS)

2 Like newborn babies, you must crave pure 

spiritual milk so that you will grow into a full 

experience of salvation. Cry out for this 

nourishment, 3 now that you have had a taste 

of the Lord's kindness. (1Pe 2:2-3 NLT)

要脱去vs.既除去？



• 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 23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 24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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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1:22-25 CUS)

• 22 But prove yourselves doers of the word, and not merely hearers who delude themselves.

• 23 For if anyone is a hearer of the word and not a doer, he is like a man who looks at his natural 
face in a mirror;

• 24 for once he has looked at himself and gone away, he has immediately forgotten what kind of 
person he was.

• 25 But one who looks intently at the perfect law, the law of liberty, and abides by it, not having 
become a forgetful hearer but an effectual doer, this man shall be blessed in what he does.

• (Jam 1:22-25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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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何让那神所栽种的道在心中扎根越来越深？

听道vs. 行道: 我们自己是否真信？ 叶公好龙的故事



• 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 23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2657>自己本来的面目。

• 24看见<2657>，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 25惟有详细察看<3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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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1:22-25 CUS)

• 22 But prove yourselves doers of the word, and not merely hearers 
who delude themselves.

• 23 For if anyone is a hearer of the word and not a doer, he is like a 
man who looks at his natural face in a mirror;

• 24 for once he has looked at himself and gone away, he has 
immediately forgotten what kind of person he was.

• 25 But one who looks intently<3879> at the perfect law, the law of 
liberty, and abides by it, not having become a forgetful hearer but 
an effectual doer, this man shall be blessed in what he does. (Jam 
1:22-25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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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  Acts 7:31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希
奇。正进前观看<2657>的时候，有主的
声音说，

<2657> κατανοέω (katanoeo)

Meaning: to take note of, perceive
Origin: from 2596 and 3539

2657 κατανοέω katanoeo {kat-an-o-eh'-o} 

Meaning:  1) to perceive, remark, observe, 

understand 2) to consider attentively, fix 

one's eyes or mind upon
Origin:  from 2596 and 3539; 

3879 παρακύπτω parakupto {par-ak-oop'-to} 

Meaning:  1) to stoop to a thing in order to look at it 2) to look at 

with head bowed forward 3) to look into with the body bent 4) to 

stoop and look into 5) metaph. to look carefully into, inspect 
curiously 

看 <2657>vs. 详细察看<3879>

CNVS  John 20:5屈身向里面观看<3879>，
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但他却没有进去。
CUS  John 20:5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
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NAS  John 20:5 and stooping and looking 

in<3879>, he saw the linen wrappings 
lying there; but he did not go in.



• 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 23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2657>自己本来的面
目。

• 24看见<2657>，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 25惟有详细察看<3879>那全备<5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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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1:22-25 CUS)

• 25 But one who looks intently<3879> at the perfect<5048> law, 
the law of liberty, and abides by it, not having become a forgetful 
hearer but an effectual doer, this man shall be blessed in what 
he does. (Jam 1:22-25 NAS)

34

“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是指什么？

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23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

法禁止。 (Gal 5:22-23 CUS)



• 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 23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2657>自己本来的面
目。

• 24看见<2657>，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 25惟有详细察看<3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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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1:22-25 CUS)

• 25 But one who looks intently<3879> at the perfect law, the law of 
liberty, and abides by it, not having become a forgetful hearer 
but an effectual doer, this man shall be blessed in what he does.
(Jam 1:22-25 NAS)

35

什么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1.详细察看
2.并且时常如此
3.不是听了就忘
4.乃是实在行出来

CUS  James 1:5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

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Jam 1:5 CUS)

听道并行道的人: 智慧的人！

2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3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
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

作的，尽都顺利。 (Psa 1:2-3 CUS)



“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有什么特征？
• 26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
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 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1980>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
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Jam 1:26-27 CUS)

• 26 If anyone thinks himself to be religious, and 
yet does not bridle his tongue but deceives his 
own heart, this man's religion is worthless.

• 27 This is pure and undefiled religion in the 
sight of our God and Father, to visit orphans 
and widows in their distress, and to keep 
oneself unstained by the world. (Jam 1:26-27 
NAS)

36

CUS  Hebrews 2:6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
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1980>

他。 (Heb 2:6 CUS)

<1980a> ἐπισκέπτομαι (episkeptomai)

Meaning: to inspect, by ext. to go to see

Origin: from 1909 and the base of 4649

CUS  Matthew 25:36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

你们看顾<1980>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Mat 25:36 

CUS)

1.看顾(visit)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2.保守(keep)自己不沾染世俗

1.活出神的爱
2.神的价值观→圣洁的生活

CUS  John 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

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Joh 1:14 C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