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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
欺哄自己。

（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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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的重點

• 基督有愛行神的道
• 我們因著祂的愛照神命令行道

3



一．基督遵照天父
旨意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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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遵照天父旨意行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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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出生的嬰孩在一個家庭中長大，他的行事為人大多
受他父母影響。

人天生有著極強的模仿能力，他或多或少承接了父母的優
點。

然而， 他的生命因為在第一個亞當中，他的一舉一動還在
舊的樣式中生命。



基督遵照天父旨意行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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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來了，他是一個全新的人的代表，祂用真道重生了我
們，使我們的生命有一個新的創造。

我們重生的生命在一個新的家，神的教會裡長大。我們開
始效法一個新的樣式去生活，即效法基督。

神兒子來到地上，從嬰孩到成人，他的智慧與身量有個成
長的過程。

他在地上事工中的所作所為成為我們的榜樣。



基督遵照天父旨意行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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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完全的神，祂彰顯了神的愛與榮耀；

作為完全的人，他成了所有基督徒所效法的榜樣。正如保羅所說，
你們當效法我，因我效法基督（林前 11:1）。

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5  父
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

的榮耀。（約 17:4-5）作為神兒子，耶穌遵照天父的旨意完成
了神的託付。



一.基督遵照天父旨意行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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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基督身上最大的託付就是在祂兒子身上完成了對人的
救贖。

因為基督甘願順服神的旨意，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才脫離罪與死亡的轄制。

同時，神兒子將神的憐憫與愛帶給我們。祂教導我們如何
愛神與我們的鄰舍。祂自己順服天父的旨意，甘願受苦，

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他父的旨意行。



1. 耶穌的憐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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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使徒聚集到耶穌那裡，將一切所作的事，所傳的道，全告訴
他。31  他就說，你們來同我暗暗地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這是

因為來往的人多，他們連吃飯也沒有工夫。32  他們就坐船，暗
暗地往曠野地方去。

33  眾人看見他們去，有許多認識他們的，就從各城步行，一同
跑到那裡，比他們先趕到了。34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

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
多道理（可 6:30-34）



1. 耶穌的憐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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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書的記載讓我們看見這位人子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在事工
中繁忙甚至沒有工夫吃飯。我們看見耶穌如此行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為他對人的憐憫。

在接下來的下文中，耶穌不但教訓他們，而且使五千人吃飽，
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在馬可福音的記載中，還有其他三處提到耶穌的憐憫：1）他
潔淨麻風病人（1:41），2）他喂飽四千人（8:2），3）醫治汙

鬼所附的孩子（9:22）。



1. 耶穌的憐憫(3) --五千人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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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的憐憫(4)他潔淨麻風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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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的憐憫(5) --醫治汙鬼所附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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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卑微的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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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裡，有許多人跟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
好了。16  又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1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
說，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裡所喜悅的，我要將我
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19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20  壓傷的蘆葦，他
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21 外邦
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太 12:15-21）



2. 耶穌卑微的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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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將神的愛通過他的醫治事工，使人得建立並有了希望。

他謙卑行神所託付的道，卻不要人為他傳名。這正應驗先
知書上所寫的有關他的愛。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

有人聽見他的聲音。他默默無聞，將神的愛賜給人。

他讓痛苦受傷的人看到神的眷顧，就像壓傷的蘆葦被得以
建立；也使軟弱無助的人得幫助，就像將殘的燈火，重新

燃起對生命的盼望。



3. 耶穌的順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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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
在這裡，等我到那邊去禱告。

37 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 38   

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儆
醒。

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
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6-39）。



3. 耶穌的順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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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的順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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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人類的代表，耶穌不同于第一個亞當。他區別于第
一個亞當最明顯的地方是他的順服。

在他的禱告中，他沒有掩蓋面向十字架所充滿的憂傷與難過。

然而，他全然順服在天父的旨意之下。他甘願忍受痛苦，卻要
照神的旨意行。

因著他的順服，神的心意終於得滿足。

因此，我們這些因他順服被拯救的人，不但聽道，且效法基督

而行道。



二．我們不單單聽道，而
因著神的愛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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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耶穌的弟弟，雅各稱自己是神與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他寫信給猶
太背景的基督徒因愛行道。雅各在耶穌事工的初期不認識耶穌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後因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愛，他成了基督的僕人。他在教
會中服事了眾人（徒 21:17-25，加 2:12）。

雅各書雖然沒有多的篇幅用以描寫基督的愛，字裡行間卻充滿著雅各
從基督那裡所領受的愛。他在短短簡要的信中三次提到“我所親愛的

弟兄們”（1:16, 1:19, 2:5) ，表明他知道自己被神所愛而堅立。他
對弟兄姊妹的勸勉沒有優雅的修辭，卻發至他蒙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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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
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20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21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
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22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雅
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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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
目。24 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25 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
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26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
人的虔誠是虛的。

27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
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 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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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就是在這樣一個被神所愛的大前提下，勸說教會會員在日常生活中實
行所聽的道。

保羅也告訴我們，生活在新約裡的基督徒不是活在律法之下，而是活在恩
典之下（羅 6:14）。

律法因為人的軟弱，有所不行，而恩典是借著神所成就賜給我們新的生命，
在神愛的激勵下，靠聖靈的工作而完成。

為此，作為會員行道因著神愛的激勵與神的幫助而行：



1. 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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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與行道與我們的生活細節密切相關。我們的生活離不開

與人溝通。

在溝通之中，如何聽，如何說話與如何情緒反應都與我們新生命的成

熟度有關。一個被神的愛所重生的人，因為有主的愛，他要借著專注
的聆聽表達主的愛，借著有智慧的說話表明被主更新過的理性。

人會發怒是因為神會發怒，並且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然而，神對罪

惡實行審判已經成就了神的義。因為在十字架上祂將烈怒發在祂兒子
的身上，對罪惡實行了審判。



1. 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
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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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的怒氣因被罪惡所扭曲，常常不是為了滿足神的公義而摧毀
罪惡，因此不能成就神的義。

相反人的怒氣是為了滿足私欲，常常傷害人際關係。

為此緣故，控制怒氣慢慢的發作，不至於被惡所利用而犯罪是基
督徒所行的。基督徒若是在聽與說話上常常操練基督的愛，如此
而行才越能脫去行為上的舊人，穿上新人使屬靈的生命越加成熟。



2. 律法為鏡子，靠神悔改而行得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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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告訴我們，一個只是聽道而不行道的人，根本的問題是自己欺哄自己。

在這裡，論到律法有兩大功用。其一，律法是一枚鏡子。基督徒在聽道的過程中，律
法像一枚鏡子照出我們心裡的污穢與邪惡。

行道的意思就是向神懺悔，祈求神的幫助，脫去心中的污穢與邪惡。如此行就可以得
著自由與在神裡蒙福。

但是若是自己欺哄自己，裝作沒有看見，不祈求神的赦免與幫助，生命沒有辦法更新
與改變，也得不著生命的自由與祝福。



2. 律法為鏡子，靠神悔改而行得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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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新約世代，聖靈已經將神的律法刻在基督徒

的心版上。雅各稱之為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

其實，真正讓人得自由的是聖靈的工作。同時，人也
應當憑信心來行道。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得蒙神的祝
福。



3. 看顧患難中需要，不沾染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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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與行道不但使我們從罪中悔改歸向神，我們必須

也要追求行善。

如果律法是一枚鏡子照出我們身上的污穢，
我們祈求神除去污穢使我們成為聖潔，

那麼我們的行善就是讓律法照出我們的平庸，
使我們祈求基督的榮美加在我們身上。



3. 看顧患難中需要，不沾染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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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在地上憐憫孤兒與寡婦以及有需要的人，這是他榮美
的彰顯。

基督徒若是效法基督，祈求神的聖靈將基督的榮美加在我們身上，我

們也有了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的心腸。這樣的心腸一定與世俗中以
個人為中心的價值理念不同。

不沾染世俗就是不讓世俗的敗壞玷污基督的榮美，使我們失去了與基

督的榮美有份。

這樣的行道，使我們聽道發生功效，我們也真是神的兒子了。



課堂討論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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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試著在福音書中找出其他有關耶穌行道的例子，他如
此行又如何改變了你的生活？

• 2.你如何行道？請在下一次主日崇拜中聽道，記錄心得，
你如何祈求主或者除去心中的污穢，或者加上基督的榮
美？事後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