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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信心与行为」系列讲座。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这是

「信心与行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我希望透过这个系列的课程，你已经对信心与行为

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你也能靠着对基督的信心，活出有信心的生命。 

 

请拿出你的圣经，请随我一起翻到雅各书第四章。这是雅各书的最后一讲。有一位弟兄跟

我说，他是多么感激这本书在过去的几个月对他的生命和教会中的每个人所说的一切。然

后他，「但是我最感激的是，还好雅各书只有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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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从第四章的末尾开始，然后读完第五章。是的，雅各书确实让我们变得很混

乱。但是为着神的荣耀，雅各书的目的是好的，对上帝的子民是有益处的。你只要想一下

上帝的话语所做的一切，因着他荣耀的名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如何影响着世界上的人。 

 

老实说，这次的内容会涵盖雅各书的所有的地方，因为经文涵盖了所有的地方。我所理解

的讲道是研读神的话语。根据神的话语来讲道，要忠实地反应经文的真正含义。所以，今

天我会把过去所讲过的都串连起来。上帝的话语把我们的学习导向一个信心共同体，这是

一个好消息。我们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地学习，让上帝的

话语在我们中间工作。圣经中不同的书卷也教导我们不同的事情。 

 

像路得记这样的书是用来安慰我们的，但是像雅各书这样的书是要挑战我们的，他想要我

们保持信仰上的平衡，使得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话语上，这是十分重要的。上帝

会对我们说话，他会塑造我们的生活和家庭，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教会对我们来说是最

好的，对我们周围的那些不知道基督的人来说也是最好的，最终让上帝在世界上得着荣

耀。 

 

坚持不懈的信心… 

 

所以，感激上帝，他的话语大有功效。不幸的是，这表示我们要看很多处经文。如果我从

这些经文得到什么共通的想法，那就是信心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

这段经文，然后我要请你们想一想信心可以坚持不懈的七个特性，持续到永恒的信心。然

后，我们可以总结我们对雅各书的学习。 

 

请随我一起看雅各书 4:13 雅各写到： 

 

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

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甚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

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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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

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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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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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世上享

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

挡你们。 

 

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

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

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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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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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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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间有受

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

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

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

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

多的罪。（雅 4:13-5:20）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美好的。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说话，感谢你赐给我们圣

经。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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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啊，我为正在经历伤痛、困难，忍受痛苦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我祈求你的话语能够安

慰他们。我为那些正在罪恶挣扎的人祷告，求你的话语让我们知罪。我求你开启我们的

眼，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短暂与不足。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不过像是清晨的朝露，出现

少时就不见了。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你让我们在人类历史中，用生命记录着您名的荣

耀。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门。 

 

我们来看持之以恒的信心的第一个特点。 

 

1. 是对神的主权谦卑 

 

首先，信心能坚持不懈的原因是对神的主权谦卑。在第一个世纪，做生意的人经常要四处

旅行。他们经常会像第 13 节说的那样，「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

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做生意的人谈论着他们的商业计划，好像他们能决定

一切似的。在这里，雅各警告我们说，我们可能会沈迷于物质世界。我们总是考虑着我们

的计划、策略，我们事业生涯的发展，怎么赚钱，只要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忽略了属灵世

界。我们沈迷于物质世界，以至于我们忽略掉属灵世界。 

 

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计划本身，而是出在我们的这些计划中没有神。雅各说，「你明年计

划要去做这件事吗？这就是你要去赚钱的方式？事实上，下一刻，你都无法保证你还活

着。你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用现代的话来讲，你就像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些人，自以为

所有事情都会按照计划发生，一定会发生似的。然而，事实上你连自己的生命能否活过今

天都保证不了。」 

 

这就是现实情况。虽然听起来有点病态，但是这段经文说的情况就是要我们面对现实。没

有人能保证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度过今天，晚上安然入睡。不管你多老多年轻，而

事实上，你都无法保证你能活着度过今天。上帝是凌驾于我们生死之上的神。我们的生命

就像清晨的朝露，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这里的一秒钟很快就过了，如果神愿意让我们活

过今晚，那么我们明天还能活着。上帝是凌驾于我们生死之上的神，也是凌驾于我们行为

与成就之上的神。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做的每一件

事情，我们所成就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生命中达成的每一个目标，都完全掌控在神的主

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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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接受消极的宿命论。「好吧，我什么都不去做了，上帝掌控着一

切，所以他做什么决定，我就拭目以待吧。」不，这绝不是雅各的意思。他在整卷书中都

在给我们命令，就是行为与实践的指导，去顺服和追随上帝。所以这是一个对上帝的神圣

意志的积极的、谦卑的顺服，他说的是，「好吧，我可能会有这些计划，但事实上，如果

上帝让它发生的话，这就会发生。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只会去顺服。」 

 

我们也不必每次在做计划的时候都这样说，但是说出来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说出来只

是反应我们内心的状态而已。这是顺服神的心态。与这世界的想法非常不一样。这个世界

企图说服我们，让我们永远为着世界上的事情忙碌打转。然而雅各说，「不，请顺服上

帝。」是的，你还是可以继续做计划，继续工作，继续过你的日子；但是，你也要明白，

你能活着是因为上帝让你活着。不要用美国文化中的自给自足方式去生活，要靠神的话语

而活。 

 

这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自给自足，圣经告

诉我们每一件事都要依靠上帝。坚持不懈的信心是在神的主权面前谦卑。事实是，我们每

个人都像清晨的朝露。我们的生命都非常短暂。所以你要顺服神的主权，追求神的荣耀。

坚持不懈的信心是在神的主权面前的谦卑。 

 

2. 持之以恒的信心是顺服上帝的旨意 

 

第二，持久的信心是对上帝意志的顺服。第 17 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

他的罪了。」对神的意志谦卑的顺服就是指对上帝的旨意的顺从。雅各让我们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罪的问题。通常，我们认为罪就是「越权行事」。上帝说不要做的，而我们去做，

这就是罪。上帝说，不可说谎，所以说谎就是罪。上帝说不可贪恋，所以贪恋是罪。上帝

说不要去做那些事情，那么，我们就知道当我做的时候，我们就违背了上帝。 

 

但是，圣经还让我们看到另一种罪。在这里，雅各明确地提醒我们，有一种罪叫「疏

忽」。这种罪不是违背上帝的禁令；而是忽视上帝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听到上帝的

话，却选择不去遵行。当我或我太太对我们的孩子说，「不要对你的弟兄丢东西。」如果

孩子们还继续对他的弟兄丢东西，他们就是不顺服。如果我对孩子们说，「现在把这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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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干净！」如果他们不收干净，那算不顺服吗？当然是不顺服。所以，如果上帝要我们去

做某件事情，而我们不去做，那我们就是不顺服了。 

 

雅各告诉我们，「不要以貌取人。」那么，「以貌取人」是什么呢？就是罪恶。他也告诉

我们去看顾穷人，那么，不去看顾穷人是什么呢？犯罪。这就是我之前要举例说明的犯罪

的原因。如果有人声称是基督徒，却终日沉溺于苟合之事，置身于神告知不能去做的事，

「不要沉溺于淫乱之事。」然而，即使圣经中已经说明这违背了上帝说的话——上帝说不

要去做这样的事——他们仍然终日沉溺于淫乱之事。这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这永远都是严

重的罪恶，当你看圣经，就明白了，它说，「淫乱必不能承得受神的国度。」这是极其危

险的事情。 

 

这样就容易理解多了。那我们暂且把疏忽之罪搁置一边。当神说要去照顾贫苦的人时，我

们仍旧一天天地继续纵容自己忽视穷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记得

马太福音第 25 章吗？这就是耶稣说的不去看顾穷人的疏忽之罪。 

 

他说，「那些没有给饥饿的人食物吃，没有给裸露的人衣服穿，没有帮助贫困的人，离开

我去吧，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不要理解错了，他们被判入地

狱，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做。 

 

我们早就在在圣经中看到过这点。但是在现今的基督教中，我们却忽略了这点。但是神在

圣经中告诉我们这是一切的先决条件，它是神给我们下达的命令，让我们务必要照顾这世

上贫困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继续忽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像我们过

去一直生活在罪恶中一样。这就是犯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持之以恒的信心就是顺服上

帝的旨意。 

 

3. 持之以恒的信心是对公义的上帝有信心 

 

这就引入了第三个特点持之以恒的信心是对公义的神有信心。我认为，在雅各书中，雅各

都用严厉的话强调善待穷人。请你看一下雅各书 5:1-6，雅各强调世界的审判官，就是主

耶稣基督快要来临，神的审判快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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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些话。第一节，他说，「苦难临到你们身上。」第三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

攒钱财。」这些就是我们在末日时所做的事。第五节，「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

心」，当审判的日子来临时。第七节，「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第八节，「你们也当

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第九节，他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前

了。」末日审判的气息充满在经文当中。 

 

这让我们想到雅各书的第 4 章说，我们的生活不过是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但

由于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当神来到时，就会带来他的裁决，他会做两件事情，是雅各在这

里强调的。 

 

第一，他将要审判罪人。在此，我想要指出雅各书第五章中极其重要的一些地方。前六节

经文像是对有钱的不信主之人而说。雅各从来不把他们称作弟兄，雅各只说，让他们去悲

恸哀泣。这个话，很像先知对异教国家宣告的审判的毁灭信息。 

 

从我们所掌握的迹象显示，前六节经文是专门写给富有的非基督徒看的，经文并不是控诉

赚取财富和财富本身，而是控诉他们对财富的使用方式是有罪的。现在，你可能会问，

「那么，为什么要在写给基督徒与教会的信中插入这些话，为什么要突然对没信仰的富人

说话呢？」我认为雅各在这里有两个意图。 

 

一、雅各提醒教会，上帝的公义将要显明，特别是对那些用财富压制他人的有钱人。这些

人倚靠钱财，不公义的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每天都上演着，但是神的公义即将来临。 

 

第二个意图，我知道在教会中也有一些富有的人。我相信，1-6 节经文尽管是地那些富有

的异教徒，但也是在对富有的基督徒提出警告。上帝的子民不应该有经文说的那些表现。 

 

因此，我希望你从第一个世纪，一个虚弱、贫困、可能受过迫害的基督徒角度去理解经文

的意思。同时，我也希望你留意这点，因为我们是众教会中相对富裕的教会，我们已经一

遍又一遍地说过，我们的教会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教会相比，确实极其富有。因此，我们应

该注意倾听在这篇经文中，是否还有对我们的暗示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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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将审判罪人，从他们所做过的四种情况来判定，他在此一一列出。第一种情况，神将对

积攒钱财的行为定罪。「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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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5:2-3) 

 

再次说一下，这并不是指责他们赚取财富或者他们的财富本身，而是指责他们使用财富去

做什么事情，他们在积攒钱财。他们在仓房里存储财物，使用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 12 章

中的比喻。他们积攒自己的财产、衣服与金钱，存起来，储存他们，让他们腐烂。「衣服

被虫子咬了，其实你并不需要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但是你周围的人却非常需要，然而你

却宁愿让它们腐烂、浪费掉。」他说，「你的金银长了锈。」可能有人会说，「那么，雅

各在那里可能想用另外一个词，因为事实上，金是不会像金属一样生锈的。」然而，这才

是关键点。即使是那些我们认为会持久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之倾注生命的，那些我

们认为会在这个世界上持久永存的，甚至我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终将燃烧殆尽、腐烂不

堪。 

 

耶稣说，「你也将和他们一起燃烧，你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更大的仓房，当审判到来时，它

将同你一起在火中燃烧。你积攒财富将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他们在世间上的财富可能

会给他们带来永世的折磨。路加福音第 12 章，一个有钱人说，「我要这么办。」请继续

看下去，「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

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

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这不就是美国梦的写照吗？ 

 

收藏财物使你可以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根植

在我们文化中的观念。耶稣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

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路 12:20-21） 

 

各位弟兄姐妹们，请小心，在积累世间财物时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虫子或铁锈会毁

坏它，或者贼会闯入偷走它。只有为自己积攒天上的财富，才不会被虫子或铁锈毁坏，贼

也永远进不了，偷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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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将审判那些积攒财富的罪人。第二种情况，用来欺骗工人。当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上

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只顾着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忽视工人们的工资。现在，对一个受到压

迫的贫困工人来说，忽视工资就很可能意味着生活缺乏日常必需品，没有食物、面包和

水。神对他们说，「你增加的财富是通过压榨别人得到的。」 

 

第三种情况，你会因自我放纵的生活而被审判。请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当宰杀的日子竟

娇养你们的心。」（雅 5:5）。让自己沉溺于享乐，就像牛在走向屠杀之前，让自己饱食

一餐的时刻一样。这种情况就像人们让自己贪婪地积攒奢侈品，自我放纵，他说，当你享

受其中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你将在不久的时间内被宰杀。这是种什么样的情况啊。如果

这不是根植在我们文化观念与价值中的自我放纵思想，所提的一种相当严厉的警告，那

么，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然后，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最后的定罪。他们将因为定了义人的罪而受到审判。他们在追

逐奢侈与自我放纵的生活中，他们就在对清白的人定罪且谋杀。（雅 5.6）。我被一个解

经家的话深深触动了，他对第 6 节经文做出这样的注释，「在犹太教的世界里，剥夺他人

对某个人的援助就等于与谋杀他们。」剥削穷人，阻碍穷人，就等同于谋杀。我深受这句

话感动，因为我不得不联想到在我们生活的物质文化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没有

食物或水而死去。而这情况却是你在定义人的罪。欺压他人行为将把你自己带向地狱。 

 

我提醒你们，这是对不信主的富人们说的话。但对于信靠基督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对他们

的定罪。所以请鼓起勇气，从中找到力量。同时，在教会中，是否有积攒钱财、欺骗工

人、生活奢侈及自我放纵的事情呢？由于忽略穷人的需要，扼杀他们，没有明确地去用正

确的方式处理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请加入救援事工的行列。像我说过的，多余的物资

和金钱奉献给世界上，那些需要属灵与物资帮助的人。在每个阶段都会有各种试探，让我

们退回到我们的世俗文化中来。我鼓励你们，加入这个工作的行列，让我们一起发展救援

事工。不要轻言放弃。 

 

让我们积财宝在天上，不要担心我们会没有为自己攒够东西。让我们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而活着，让我们信靠上帝。让我们信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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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快要来了。上帝要来审判罪人了。上帝要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我喜欢这句话，在

5:4 的后半部分，「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现在，这是我想提醒

你，踏入那些受压迫、受迫害、贫困、挣扎的信徒的生活中，他们正遭受残酷富人的逼

迫。神说，我知道你被不公不义所包围住，但相信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已经听到你的呼

求。 从字面上，主的军队正在高处。这正是那光景。看到穷人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藉由

保护那些是贫困的人，神乐意彰显他的权能和他的大能。这就是重点。他说，他正前来拯

救你。王正前来，耐心等待，直到主来。耐心等待，主来的日子近了。 

 

第 8 节，这句话改变着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开始讨论对人类严峻的考验的

情景时，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这样想，「那好吧，这在教会预算中会呈现出什么样子

呢？」然后，有一个成员说，「那么，这就是说，我们明年就去投入到这些事情中去，就

像是神会在年底之前就回到人世间一样吗？」是的，如果神重返人间的时候，你不用在仓

房中积攒更多的财物。当我们的消费是基于为了确保神再来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了，这会

改变你生活与消费的方式。这是非常不一样的。神帮助我们对神的公义有信心，祈祷着他

的临近，等候他的到来，在生活中，渴望着他的降临。 

 

4. 持之以恒的信心是在受苦中忍耐 

 

好吧，持之以恒的信心是对神之公义有信心。这就引出下一种情况，持之以恒的信心是在

受苦中忍耐。从第 7 节直到第 11 节的经文。在每次看到「忍耐」这个词的时候，就把它

圈起来。请听，「你们要忍耐」，在第 7 节中把它圈出来。第 8 节，「你们也当忍耐，坚

固你们的心。」第 10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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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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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给我们举出了三种忍耐和坚忍的画面。他说，「你们应当忍耐，就像农夫等待收成那

样。」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天气的变换不仅仅是转瞬即过的事情，天气决定着你的生

死，你依赖着雨水而活。如果降雨量不够，就会有旱灾。如果雨量过多，东西就会腐烂。

所有这一切让农夫不得不忍耐，因为农夫不能控制它们。只能忍耐。 

 

面对你无法掌控的事物，就像农夫一样信靠上帝。农夫不能决定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

下。因此，雅各说，对于主的降临，你要有耐心。面对不公义的事情时，你要忍耐。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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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你要忍耐。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掌握的，所以，就像那个农夫一样

信靠上帝吧。面对那些你无法掌握的事情，你要信靠上帝。 

 

第二种情况，用你所能掌控的事情给神带来荣耀。在第九节，雅各提到他们彼此抱怨，他

们彼此抱怨。他们彼此埋怨，在他们的争吵中用不荣耀神的方式去说话。雅各说，「你们

能够控制这些。记住，审判的主就在门前。你要在主重返之时，让他看见你的信心。」这

个话说的很重。 

 

请想想看。也许你正经历着挣扎与苦难。难道就没有很多事情让你感觉到完全无能为力

吗？不受你的控制吗？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它。无论何时我们经历着挣扎，总有很多

事情我们无能为力。所以，圣经在这里是说，像一个农夫一样，要有耐心，在你无法掌控

的事情面前，信靠上帝。这里并不是说那个农夫仅仅只是坐着，而不去计划收成，不去干

活。不，他绝对不会这么做。他用他所能掌控的事情给神带来荣耀，在每次经历苦难或挣

扎或考验的背后，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能掌控的。 

 

我们能掌控我们的回应，我们能掌控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此

时你正经历着挣扎或受苦，我想要敦促你，如果你试图去控制那些不在你掌控之中的事情

的话，你会发疯的。所以，请信靠良善的神，智慧的掌控一切的神。然后请明确地区分开

什么是你能掌控的，用它给神带来荣耀。就像那个农夫一样去相信，丰收的主将在适当的

时间带来丰收。信靠神，给神带来荣耀，信靠丰收的主，给丰收的主带来荣耀。这就是一

个农夫等待丰收的景象。 

 

然后像一个先知一样，说出真理。是的，先知总被迫害，被不公正的事情困扰，那么他在

这些不公正的情况中做了些什么呢？并不是被动的忍耐，只坐着什么都不做。站在前线的

先知说出神的真理，说出对抗不公义的话，宣告神的怜悯与神的审判。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教会。我知道在我们教会中，有好些家庭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各

位弟兄姐妹们，赞美上帝，他在这些家庭中赐下恩典。数算出神的善良，诉说出神的伟

大，诉说神在挣扎中所给予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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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先知一样说出真理，像约伯一样，对神的旨意抱有希望。我喜欢第 11 节。「你们听见

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这难道不是一句寓意深远的话吗？ 42 章是非常

难懂的经文。「这什么时候会结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在 42 章的最后，约伯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约伯记的重点是神是充满怜悯与慈爱的。这

就是约伯最后要表达的东西。而约伯记花了 42 章去说明这个道理。当你经历着苦难时，

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不是终点。你只是暂时陷幽暗的山谷中，但这不是终

点。 

 

最后，神的旨意是，他要彰显他的怜悯与慈爱。甚至当黑暗包围时，神最后也会向你显示

自己的怜悯与仁慈。因此，像一个农夫一样，相信神会让你丰收，用你能掌控的事情给神

带来荣耀。像一个先知，说出神的真理，像约伯，在神的旨意中充满希望。 

 

现在请看第 12 节，老实说，这节经文给我的感觉，就像雅各来个左转弯。就像，「哦，

我原打算在之前的章节说这点的，但是我忘记了，所以我要在这里加入这点。」我知道在

圣灵的启示中，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是我无法测度。 

 

5. 在言语上要心口如一 

 

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持之以恒的信心是说的话要值得信赖。我们不会在这里耗费太多

时间，因为我们在雅各书第 3 章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是一个在整本书中反复提到的主

题，我们口中说出的话一定要心口如一，值得信赖，以保证我们的灵魂的可靠性。在言语

上要心口如一，这样信心才能持久。 

 

6. 在悲伤的时候要祷告 

 

现在，让我们回到，顺服上帝的主权和圣灵的话语的主题上来。持久的信心是在悲伤的时

候，虔诚地祈祷。这跟我们看到讲忍耐的经文非常相似。现在我们就来看祷告或祈祷。第

13 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 把「祷告」圈起来。第 14 节，「你们中

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把

「祷告」圈起来。第 15 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把「祈

祷」圈起来。第 16 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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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把「祈祷」圈起来。第 17 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

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第 18 节，「他又祷告。」每一节经文都提过「祈

祷」或「祷告」。记住，在悲伤的时候要祷告。 

 

这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忍耐。你怎样在受苦的过程中，在忍耐中成长？雅各说，

你祷告吧。只有神才能给你所需的耐力去穿越痛苦与悲伤，而你获得忍耐的途径就是祷

告。这就是最美的地方，这让我们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回想起那个信靠上帝的农夫。你与

我都有与掌控一切的神交流的特权。那么，在悲伤的时候，请祷告吧。 

 

受伤时，请祷告。雅各说过很多种受伤的情况。他说到过身体的伤害，灵魂的伤害，试

探，情感伤害，财务上的打击等，而我知道即使在我们说到把我们的财富奉献给这世界上

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所有这些问题也困扰着整个教会。有的人陷在财务困境中，有的人

经历着情感的挣扎，属灵的挣扎。受伤的时候，请祈祷吧，快乐的时候，也请祷告。 

 

「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雅 5:13）祷告和赞美，祷告和赞美，这是一种最美好的

生活方式。祷告并赞美，祷告并赞美。「祷告」他说，「与长老一起。」第 14 节，「 你

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这里的意思是，教会中有一个

人生了很严重的病，久病不起，无法去教会参加聚会，因此，在弟兄姊妹的邀请下，教会

的长老来为那个生病的人祷告，求神治愈他的病。 

 

长老们与我都有特权，而我们也很乐意在各种情况下去这么做，当某个弟兄或姐妹不能参

加聚会时说，「你能过来为我祷告吗？」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聚会并特别花一段

时间为这个弟兄或姐妹祷告。 

 

现在，雅各提到，「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

油抹他，为他祷告。」（雅 5:14）这里值得我们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2000 年前的历史，到

底它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奉主的名用油抹他？因此，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集中讲一下

2000 年来的事情，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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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说，油是有药效的。他们认为油是一种通用的药膏，这基本上是说祷告和给予药物

的事情。因此，当你祷告的时候，请相信神已经下达各种医疗方法的命令，使你痊愈。因

此，我们使用药物。 

 

现在，这种情况至少还存在一些问题点，因为，首先，有许多种不同的药膏可以用来治疗

各种不同的疾病，但是这里却指出了这一种。这确实不是我们常见的情况，尽管这在第一

世纪很普遍，但我们发现，这在整本圣经中是不常出现的。 

 

其次，如果有人生病了，而又有治疗这种病的药物，我认为这里的含义并不是说，长老们

是被要求去带来药物的人。如果你生病了，却依赖着教会牧师或是长老开出处方给你，这

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一定不是雅各暗指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生病了，他应该要去看医

生的。 

 

那么，油有药效吗？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有人说过油是神圣的，在这里，给病人抹油的事

情就变成了一种教会圣礼，尤其是对天主教来说，这就类似于神父经常接管那些生命垂危

的人，为他们准备后事，让他的灵魂得以安宁。 

 

在皮肤上抹油的这种情况是一种圣礼，预备死者的灵魂。那么，在这么多事情之间，我不

禁又有了疑问，我认为无论哪种方式去理解都不符合这种情况。整个段落都在说为病得医

治来祷告，而不是为准备后事而祷告。因此，这也不像是雅各在这里说的东西。 

 

因此，依我浅见，我更倾向于说这个油并不是指药物或圣物，而是一种象征。我认为整个

圣经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尤其是在旧约的希腊语译本中，用这个相似的词去表示献礼，用

某物或某人去表达某种特殊的意图。这里的情况不是说油中有什么功能，而是说油是为表

达某种特殊意图而被分别出来的象征。我认为这里的情况是说，当你邀请长老后，他们就

来了，然后这里强调的是祷告，用油抹他并不重要。 

 

这里是想向我们描述这样一种情景，某个人被分离出来，在神的照顾之下说，「神啊，我

们想要用一种有力的方式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展现出您的恩赐。」这里抹油的形式是祷告的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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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在意，这里并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这里的重点是「祷告」。这是新约经文

中唯一提到给病患抹油的地方。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提到过为疾病痊愈而祷告，也是有，没

有用油病也痊愈的情况。所以，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定要照着做的。 

 

雅各强调与长老一起祷告，但是不要弄错了，不是仅仅与长老一起祷告，我们要与教会一

起祷告。这种为求痊愈的祷告，根据第 16 节来说，不仅是长老的事，而是整个教会的

事。是的，长老扮演者像牧羊人一样的特殊角色，在某个弟兄或姐妹不能与教会一起聚会

的情况下，扮演者监督者或牧师的角色。但实际上，我们要虔诚地祷告，而不是认为长老

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去治愈他。祷告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我们都有这个特权去祷告，我们有

能力参与其中，为彼此祷告。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讯息。 

 

上帝未曾选择把自己的能力下放给某一群人。所以，不要以为你请他们为你祷告你就会获

得某些强大的力量。相反地，神要把他的能力透过祷告，释放给他所有的子民。因此，任

何圣徒，任何基督的追随者，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或姐妹都能像以利亚一样强有力地、有

效地祷告，他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一样。这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就像现在，当我们受

伤时，需要教会帮助时，我们并不需要向什么特殊的领导团体寻求帮助。 

 

这就变得有趣了。第 16 节是整个新约中唯一要求我们这些信徒彼此认罪的经文。而这个

命令是在为祈求医治而彼此代祷的背景下给出的。所以，我想要你思考一下为求治愈伤痛

的祷告与为罪恶的忏悔之间的关系。请随我一起往下看。 

 

罪恶直接导致某些疾病，这无疑是这里隐含的意思。这也是新约《哥林多前书》中 11:30

所说的情况，当人们谈论起圣餐时，这么做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保罗说，「因此，在你们

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很显然，这里我们必须要小心了，不要理

解偏了，认为疾病总是与某人生命中的某个特定的罪恶相关。「那么，如果某人得了癌

症，那么很明显地，他的人生中一定犯了罪。」这不是这里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要

说，「如果他犯了罪，他将被饶恕」的原因。因此，由罪恶导致的疾病情况在这里是有特

殊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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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疾病总是与为求身体痊愈的祷告相关。但是疾病总是涉及到自己的属灵状态。

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审视自己的心灵，但是这里的背景是说，「神啊，我

希望在您面前得到洁净，我希望我的身体、属灵都洁净。」所以，罪恶直接导致某些疾

病，但是罪恶间接导致所有疾病。我想要强调的是，疾病与死亡联系到之前的什么地方

呢？创世记第 3 章与人类的堕落。如果没有堕落，如果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死

亡和疾病的情况。请思考约伯的情况：一个正直的人却浑身生疮，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罪

恶所导致的。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这么想，「好吧，如果有人生病了，那他一定犯了罪。」这不是雅各

说的情况。雅各，耶稣，圣经都反对这种想法。同时，在病痛中，我们应该更恨恶罪恶。

因为在病痛的一开始，罪恶便是间接的原因。 

 

当我们经历过与病痛抗争的时候，这些病痛的意图是要我们仇恨罪恶，热爱公义且保护自

己。毫无疑问，当我们与疾病抗争时，也存在着罪恶的试探。我们有弱点，所以我们需要

神的力量。因此，雅各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这就是教会要一起去做的两件事情，在这里我想要再次对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如

果你还没有加入到某个小组中来，与他们分享人生，我想要敦促你尽快加入到一个小组，

与他们分享你的生命。因为，为彼此祷告，彼此认罪悔改的事情，这种事情不会在 2000

多人聚集的会堂里发生。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说，「好吧，现在到了悔改时间，你可以

转向你右边的人，像他们吐露你所有的罪恶。当你说完之后，再转向你右边的人」，那么

你会作何感想？你真的认识在你右边或左边的人吗？至少这会显得很尴尬。 

 

我们应该要彼此认罪，彼此劝诫，但是我们要到哪里去做这两件事呢？我们应该一生与弟

兄姐妹们同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有了互相分享内心的争战与罪恶的弟兄姐妹，我

们就能为彼此祷告。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团契。这不是说彼此不相识地坐

在一个容纳 2000 人的大房子里，而是真正地分享生命，为对方的益处彼此代祷劝勉。 

 

现在，这个段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第 15 节的前半句，「出于信

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足够诚心地祷告，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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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就会痊愈？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某个人没有痊愈，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足

够的信心为他祷告。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我作为一个长老，我们为生重病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有的人活下

来了，有的人没有。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的家人说，「那么，很明

显，你或者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没有足够的信心。」我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那么，圣经

在这里想表达什么呢？这就是经验，只不过圣经是权威的，圣经在这里要说什么呢？雅各

在这里给我们举以利亚的例子，我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去真正地深入研习《列王纪上》第

17 和 18 章，你可以记下来。 

 

但如果你去看那两个章节的话，你就会明白雅各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列王记

上》的第 17 章与第 18 章之间有着某种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利亚的祷告与圣经有着某种复

杂的联系。 

 

你会发现《列王记上》的作者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以利亚是怎样被主的话语所引导、指导、

引领，并且加力量给他。「主的话语传到了以利亚的耳里，然后他说出了主的话，他说，

我指着所事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几年

之后，神说，就要降雨了，去告诉国王亚哈，将会下雨。」但是第 18 章的末尾，以利亚

手放在脸上，祈求道，「神啊，请带来雨水吧。」但神已经说过他将会带来雨水。 

 

所以，这里的情况是，向神祷告与神的话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最美之处是，神说过，

「这就是我要做的。」然后，在神至高无上的恩典中，他用以利亚的祷告去完成了他的应

许。所以这里的情况是，义人的祷告，与神的旨意如影随形，义人的祷告，体贴神的愿

望、意志与要求。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说的，为某个身患癌症的弟兄姐妹祷告的事情上。我们是否收到神

的话语说他们会活下来？我们很可能并没有接收到神确切的话语说他们一定会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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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要怎样祷告呢？我们用信心祷告。我们祈祷并坚信神将去做我们知道他想要去

做的事情。我们根据他的话语去祷告，这也是耶稣说的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

么，我必成就。」 

 

请翻到路加福音第 11 章，我们在耶稣教导人们祷告的时候也看到这点。请你又回到雅各

书第 5 章来，从以利亚的例子来看，祷告的能力与果效的秘密。第一步，让神想要的成为

你想要的。当你在公义中成长，按照神的样式成长，你就开始越来越想要神所想要的东

西。让你所想变成神之所愿。 

 

第二步，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去祈求。这就是关键。这不是一个能满足我们心灵与生活需

求的答案，因为我们想知道，「神要去治愈他吗？」但是请思考一下，当你为患有癌症的

弟兄或姐妹祷告时，你知道神想要的是什么吗？你知道神想要世人知道他的荣耀。你知道

神想要他的仆人在他们脆弱的时候，变得坚强，得安慰且得帮助。你知道神想要通过这本

圣经传播福音。你知道这些，所以请为这些祷告吧。为这些东西虔诚地祷告，就算你得到

你想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能自由地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愿望，

但不要误会，这不是指我们试图去拉扯上帝的臂膀。以为如果我们做得足够好，那么我们

的心愿就能达成。 

 

请记住，有时候，上帝在他的至高无上的智慧与恩赐中会有某种理由选择不去医治他。就

像《哥林多后书》12:8-9 中的保罗一样，当他说我对神祈求了三遍，祈求他把这个刺从我

的肉中拔出去。整整三次，神都说了什么？不！不！因此，保罗总结说，「我明白我祷告

时，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我再次祷告。」保罗并没有这么说。相反，神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有时会这么做，他是良善的，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充满智慧的，他有着永恒的眼光。

因此，我们应该把我的愿望表达给神听，但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愿望顺服于神，我们要说，

「我知道您是值得信赖的，您是良善的，是智慧的。我知道您有能力去医治，但是我最大

的愿望是你能得到荣耀，您更让这个弟兄或姐妹更坚强。我们将坚固他们，让您可以做任

何最能够在他们生命中推进您的福音的事情。我每一天都充满信心，我相信最后，您将提

升这个弟兄或姐妹，让他们得以永生。」这就是用信心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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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的信心是爱罪人 

 

所有这些内容都要表达持久的信心，持久的信心就是爱罪人。我喜欢这句话。我们讲到了

这本书的末尾，充满了各种命令与教导，雅各说「在这些真理的指引下，请彼此关心。」

我们研习这本雅各书的目的不仅是要知道要去做什么，怎样以一种能给神带来荣耀的方式

去生活。雅各书的目的也是要告诉我们怎样彼此互相帮助，让彼此都能以一种能给神带来

荣耀，赞美神的方式去生活。 

 

雅各说，帮助一个弟兄迷途知返，「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

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雅 5:20）。雅各在这里是谈论，关于在世界上挽回弟兄的

问题，把你的弟兄或姐妹从他们的罪恶中重新挽回。然后雅各说。「这就是拯救了他们的

灵魂。」这确实救了他们灵魂不至于灭亡，并遮盖了许多罪恶。 

 

现在，很明显，所有的这些都得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基督徒处在永世死亡的危险

中？因此，会有基督徒最终也不能从他们的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吗？」 

 

请随我往下看，这里，我们看到了永恒保障的美。新约教导我们，永恒保障永远是确定无

疑的事情。永恒保障是教义，是真理。基督徒的救恩是永远有效的。当你信靠基督，让他

成为你的救主，你的主的时候，当他开启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需要神时，你就重生了，

基督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也保证你能承受天国的产业。 

 

所以，你是永远安全的。罗马书 8:30，「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

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这样。我能告诉你们，这就是新约反反复

复教导你们的东西。但这里的问题是，上帝保护他的子民，上帝给他们的拯救带来完全。

但是怎么做呢？上帝是怎样保护他的子民的？上帝怎样才能保证他的子民一直到最后都充

满信心呢？上帝怎么保证他们不走差路？答案就是，永远的保障是通过教会来完成的。这

是件美好的事情。上帝是高于一切的君王。他将保护你。他会怎样保护你呢？他将把你带

入充满弟兄姐妹们的教会环境中，他们将保护你不去犯错，不走错路，让你与基督更亲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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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单独存在，因为我们彼此需要。你和我彼此需要，这样保证你我

都能一直充满信心直到最后。上帝会保证我们充满信心吗？是的。他会怎么做呢？他会通

过教会去做这些事情。永恒的保障是一个教会计划，你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帮助你，使

你到最后仍然充满信心。这就是重点，就算你不为你的救恩着想，其他的弟兄姐们也需要

你帮助他们，让他们保持着满怀的信心直到最后。 

 

所以，我再说一遍，加入一个基督徒的小组中，你在小组中分享你的生命，例如，你们彼

此相亲相爱，彼此敦促着对神的顺服，彼此保持一个充满信心的心。为着你自己的救恩，

加入一个基督徒的小组，也为着他人生命中基督的荣耀，为着他人救恩与他们的罪恶的遮

盖。 

 

信心行为…… 

 

持之以恒的信心是只有通过基督恩典的福音才能获得的 

 

雅各书中所有的这些关于有行为的信心的话，只有一个总结，但是这个总结非常重要。有

行为的信心只有通过基督恩典的福音才能成就。 

 

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儿子刚睡醒起来，他跑过来，爬到我的膝盖上说，「你在做什么

呀？」然后我说，「我在准备讲道的内容。」他说，「你马上要去讲道了吗？」然后我

说，「是的。」我问他说，「我该讲什么道好呢？」他说，「嗯，耶稣。」我说，「说得

好。」我说，「我该怎样告诉人们关于耶稣的事情呢？」然后他说，「告诉人们要彼此相

爱，对朋友要友好。」我说，「好吧，他们要怎么才能友爱呢？」然后他说，「告诉他们

彼此分享。」我说，「他们应该分享什么呢？」然后他开始给出了一个清单。他想了一会

儿又说，「他们应该分享他们的玩具，他们应该分享他们的电动卡车、汽车、拼图和他们

的书。」 

 

接着，他读完他的清单，然后我说，「好吧，那样的话，他们要怎么去分享呢？」然后他

说，「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去，带走了我们的罪恶。」然后我说，「是的，你在讲

道了，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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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对福音的顺服。我们像这样生活，这就是住在我们体内的圣灵涌流出来的生命。那

位因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的主，我们与他的生命合为一体。有行为的信心只有通过亲

近基督的福音才能表现出来。 

 

持之以恒的信心是以基督的身体表现出来 

 

以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础表现出来。雅各一遍又一遍地说，「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亲

爱的弟兄们。」信心是要全体信徒一起活出来的，而不是单打独斗，无论是经历着什么样

的考验，探求智慧，看顾穷人，雅各要表达的意思是，以作为基督肢体的身份，大家一起

参与。 

 

持之以恒的信心的最终意义在于基督伟大的荣耀 

 

最后，有行为的信心是给基督带来极大的荣耀。那这会像什么样子呢，各位弟兄姐妹们，

如果在教会中再也看不到人们祷告，所有基督徒就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地过日子。如

果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一群人，他们的生活看起来非常不一样，因为他们被基督改变了，

这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留着让你好好地想一想。 

 

信心与行为系列课程到这里结束。谢谢你的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