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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信心与行为」。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请拿出你的圣经，翻到雅各布书的第一章。在过去，我们已经谈过圣经中的不同主题。对

于我们所相信的事物，圣经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必要的基础，使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圣经的内

容。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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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打算用一种明确性、 系统性的方法和大家研读《圣经》的。一定会有人说：「为

什么不宣讲一些有趣的主题呢？例如怎样去管理你的金钱？或者怎样去养育青少年？又或

者怎样教育孩童？为什么不选择一些关于怎么处理医疗危机或者是类似事件的主题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一些更使人有兴趣的主题来吸引人。然而，当人想要认识上帝的时

候，问题就会产生了。因为当我们随意挑选主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掉经文中那些我们

不喜欢的话语。然而，正是这些话语使我们改变的。 

 

长久以来，我们就会习惯以自己的喜好和偏见去构建基督信仰的脉络。我们只会学到一个

以人为本的基督教。而不是圣经的真正目的。所以，我们应该完整地研读圣经。上帝透过

圣经把自己和他的应许启示给我们。 

 

上帝改变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耶稣的样式。因此，为人父母的、青少年们、

以及生活陷入各种困境和陷入经济纠纷中的人阿！我们遭遇的患难都是为荣耀上帝。所

以，让我们信靠上帝。请相信上帝，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圣经，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

让我们好好地研究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在我们开始研究之前，让我们祈求上帝做

工，让每一位都归向神，成为一群了解、爱戴并渴慕神的人。 

 

为什么选雅各布书? 

 

那么，我为什么选雅各布书呢？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卷可以选，为什么我选了雅各布书呢？

我要跟你分享几点我选雅各布书的理由。我相信圣灵正在带领我们进入雅各布书的奥秘

中。 

 

我先介绍一下雅各布书的背景资料。许多人认为这卷书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布所写的书信。

在使徒行传第 15 章、第 21 章都提到雅各布是当时的教会领袖。在耶路撒冷会议中，雅各

布有不错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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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 8 章中，在司提反遭迫害之后，在迫害的驱使下，耶路撒冷的教

会被分散到犹大地和撒玛利亚的各处。因此，雅各布书 1:1，说：「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

的雅各布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雅各布书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在他们当中，很可能还有许多人与耶路撒冷的教会有联

络。他们经历了艰难与迫害。这就是雅各布书中提到许多如何面对试探与挣扎的原因。 

 

检验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两个因素，让我相信圣灵带领我们查考雅各布书。首先，为了检验信心与行为之

间的关系。雅各布在雅各布书中 14 次提到信心。虽然「信心」这个词并没有实际出现，

但是，平均每一章有三次提到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然而，我们要顺服和有信心。我们发现，在雅各

布书的 108 节经文中，包含了 59 个命令。每两节经文就有一个命令。关于顺服的经文随

处可见，所以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一听到有关顺服的教导的时候，或是提到律

法，我们会立刻认为这是律法主义。 

 

「不要讲行为，基督教并不教导人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然而，雅各布说：「你们不仅

仅听道，更要行道。」然后，在第二章，雅各布又说，「如果你没有行为，你的信心便是

死的。」如果是在今天的话，雅各布可能不会想要说这些话，因为他这样说的话，他的教

会大概不会有很多人去的。 

 

现在，当我们思考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要非常小心，要以合乎圣经地、正确地方式

去思考，因为在这里，雅各布向我们发起了挑战。但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企图把信心从行

为中分离出来，是不成熟的，而且是肤浅的想法。现在，我要直率地说一句，雅各布书

5:1 咒诅那些企图将信心与行为分开的人，因为你不能顾此失彼，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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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是怎样相辅相成呢？这就是雅各布书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这也是我选择用信心

与行为作为这个系列主题的原因。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含义。信心产生行为，信心必须付

诸行动。然而，另一方面，靠着信心工作的信心是大有功效的，实实在在有果效。也就是

说，信心是有价值的，信心变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探究信心的影响力… 

 

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我们审视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要探究我们的信心

在各方面的影响力。首先，信心对世人的影响力。在雅各布书中记录了许多实际的例子。

我们如何面对试炼？我们如何面对贫困？我们如何处理财富？我们如何面对唯物主义？我

们如何面对偏爱、社会正义、方言等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宣讲、怎样说话、怎样祷告；当

我们生病时，该怎么做，以及如何得到智慧。雅各布书对这些实际的问题都提出了答案。 

 

雅各布要告诉我们，信心如何真正地成为生命的一部份。因为你只是从一个例子跳到另一

个例子，所以很难看到这本书的结构。但是，我想要带领你们更深一步地探究雅各布书。

雅各布书不只告诉我们，信心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样子。我还要把雅各布书的原则应用在我

们的身上。我们要研读雅各布书，去探索信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城市里的影响

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前段时间，我在欧洲待了一周的时间，和在欧洲

服事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你们也许知道，现在欧洲的 24 个国家中，只有不到 1%的福音

派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是指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基督徒，而不仅是由于传统或者社会政

治身份而成为基督徒的人。相信福音的人——不到 1%。这些国家中有 11 个国家的基督徒

比例占不到 0.2%。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很少有福音，而在亚洲的中部、南部和东部，甚至有着几百万的人，

从古至今，都从未听过福音。 我在不同的街道，不同的时间听到人们这样说，「我们教会

太过关注全世界」，或者「我们教会过度参与海外宣教了」之类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福音而他们没有。我们有福音，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所以，我们必须去关注世

界，我们不关注这个世界的福音需要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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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只该关注自己，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关心福音的需要。我们以为有

传福音的管道，实际上却没有。他们没有接触福音的管道，除非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不

然他们要怎么听到福音呢？（罗 10） 

 

现在，美国的教会不再关注世界上那些福音尚未传播到的地方。但是，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相信圣经的教导。我有责任让你们时时刻刻关注这些福音未得之地。但是我也知道，在

那些地方传福音是有危险的。人们就是用这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可能会想说，「他

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城市，不关心这里的需求。」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我最后想要的是实

现这愿望。尽管人们会一直这么说，但是我希望「宣教先生」奥斯瓦尔德‧史密斯所说的会

变成真的，「照得最远的灯，在家里也照得最亮。 」我希望这能成为我们教会的历史。因

为，这是一个致力于广传福音到世界的尽头的教会。你们可以看到福音照耀并照耀着我们

城市。 

 

我们要一起研读雅各布书，我要鼓励你们，在这个城市，活出你们的信心。我们要一起研

读雅各布书，并且祈求上帝，让教会充满信心，让弟兄姊妹们把这个城市领向基督，让这

个城市的人，藉由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都能看见基督的荣耀。上帝让我们在这里聚

集，因此，他要我们活出我们的信心，并且在这里把福音传开。 

 

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我想要跳过一些经文。但是我认为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做一些事，是可

以让我们的城市彻底改变的事情。所以我决定拒绝这样的诱惑，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上。 

 

为什么有试炼和试探？ 

 

请看雅各布书 1:2。我们开始读第一章的前半部分。这里将要引入贯穿全文的几个主题，

尤其是试炼和试探。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试炼和试探？我们应怎样面对试炼和试探？ 

 

在我们开始读经文之前，我要请你把一些字圈起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内容。

这样我们就能了解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了。在第二节中，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弟兄

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 1:2）。请在这里把「试炼」圈起来。

然后看下面第 12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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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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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 1:12）在这里把「试验」圈起来。所以我们圈

下了两个词「试炼」和「试验」。这两个词点出了这段经文的重点。然后我们看第十三

节，它说：「人被试探」。把「试探」圈起来。继续往下；然后你就会在第 13 节和第 14

节中反复见到「试探」这些词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请每次见到它的时候，就圈出来。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把「试探」圈起来。「因为神不能被恶试

探，他也不试探人。」再把「试探」圈起来。第 14 节，「但各人被试探…」把「试探」

圈起来。 

 

我想要你们圈出这些词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词在新约中，其实是同一个字，只是不同词性

的变化而已。在第 2 和 12 节是名词，第 13 与 14 节是动词，他们的字根都是相同的。我

们从上下文去了解试炼和试探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原因。进一步了解整段经文的含义。这

样，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试炼与试探和我们的信心息息相关。我们面对试炼和试探的态度，

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信心。 

 

如果我能把这段经文总结成一句话，那么我要这样说：「在我们生活中，试炼和试探不可

避免，而上帝打算用试炼和试探，加深我们的信心。」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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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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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甚

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

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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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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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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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人

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

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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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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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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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掌管试炼的主 

 

试炼和试探。我想要给你们讲一些真理，帮助大家明白信心是怎样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

应用到试炼和试探中去的。第一条真理：上帝是掌管试炼的主。我相信雅各布要借着雅各

布书告诉我们：试炼从来都没有超出上帝的管辖。试炼总是在上帝的管辖之下。至高的上

帝总是通过试炼来完成他的计划。 

 

现在教会流行一种说法，你要向上帝求，把你要的东西列出来向上帝求，不论是健康或是

财富。如果你相信并追随上帝，你的一生都将富足，这是亵渎神的行为。请把这点记下

来。我们以前也说过。这种说法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不要被

这种异端邪说迷惑了。 

 

雅各布书是写给一群贫穷的信徒，他们在遭到迫害后，彼此分散，流散四方。雅各布在第

一章鼓励这些人在试炼中要「以为喜乐」。不要因为做错了事情就丧失信心，要以为喜

乐。现在，让我们坦率一点，让我们退一步思考几秒钟。我是唯一一个希望这段经文不要

出现在圣经中的人吗？好像是的。在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当试炼来临时，面带微笑，然

后说你爱它？难道这是圣经真正要告诉我们去做的吗？ 

 

对成熟的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深奥，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不是指在深陷困境的时候，在

情感上的轻率喜乐感。「以为」，这是命令式。这是一个命令，是祈使语气。「以为」是

一个思想上的动作，不只是情感而已，是超过情感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

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多么好的句子。纯粹，真正的，喜乐，完全的喜乐。 

 

当我们的朋友在苦难中挣扎的时候，没必要第一句话就对他说雅各布书第 1 章关于试炼的

经文。有些人的一生颠沛流离，他与你分享人生，他与你分享苦难，请不要说，「好吧，

兄弟，以这试炼为大喜乐。」当她哭泣着向你倾诉时，「姐妹，要以为大喜乐，好好享受

它。」不要这样。在约翰福音第 11 章，耶稣在马利亚和马大的兄弟拉撒路死后去找他

们。耶稣并不是说，上帝在拉撒路身上有个计划，拉撒路的死是上帝的旨意。耶稣去找他

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他们一起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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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影响我们面对试炼时的态度。不论什么时候，你面对各种试炼，大试炼、小试

炼、重要的试炼、微不足道的试炼，都把试炼当作大喜乐。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因

为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试炼，什么不是试炼。 

 

有一位高中高年级学生，生活在压力中。他长期以来都是家里的小霸王，但

是，学业漫长而枯燥，家庭作业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家里，他仍旧面临着

禁足和杂务。他环顾四周并问，这就是我一生要追求的吗？肯定有更多东

西。我厌倦了学校、厌倦了书本、厌倦了老师和肮脏的外表。我讨厌我的房

间、我的妈妈，我的行动。我等不及要走出去，追求自己需要的许多新鲜的

事物。当毕业来临时，我的试炼就将结束了。 

 

然后，我们年轻的小男孩走进了大学，他自由了，但是他念的是化学专业，

需要经常呆在实验室里，而且他需要打工赚钱，以支付各种开销。在念高年

级的时候，他有了一位心爱的女朋友。他们开始考虑结婚，但无法确定在一

起的时间。当他在达拉斯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他与在小学三年级教书的女朋

友相隔了 800 英里。相思让他们的心更加深爱着对方。他们比以往更加努

力，以掌握他们的专业，但是他们整夜守着电话说晚安，被孤独感折磨得心

力交瘁。 

 

他们决定结婚。这两位年轻人凝视着彼此的双眼，他们说，我们要一辈子在

一起。很快我们的试炼就要结束了。 

 

蜜月来去匆匆。他们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置业安家。在他上班的第一天，他

洗澡，准备刮胡子。但是他几乎看不见镜中的自己，因为他的视线被镜子前

的很多杂物遮住了。这女孩多爱花钱啊，这女孩仍旧一次又一次地希望男孩

用鲜花和约会来证明自己的爱。 

 

男孩心里想，你想要这么多爱的信物做什么？我已经娶了你。为什么你还需

要信物？当然，他也经历了一些考验。在饭桌上，他狼吞虎咽的吃相，就像

是回到兄弟会一样。当他睡觉时，他总是翻来覆去，晃动着床，就像是在参



Página (Page) 9 

 

加奥运会十项全能赛一样。最后，他们把事情处理了，然后考验结束了。现

在，他们想要一个孩子，但是一年、两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成功。 

 

然后就在他们准备去看妇产科医生的时候，女孩怀孕了。他们说，现在我们

的试炼结束了。我跳过怀孕、妊娠反应和情绪波动的试炼。让我们看八个月

之后的境况吧。他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女孩。母女离开了医院第一次在家里过

夜。孩子睡着了，父母躺在床上想，我们的婚姻很稳定，家里有了孩子，至

少我们的试炼结束了吧。他们渐渐睡着了。 

 

突然间，他们惊醒过来，孩子在哭。为什么？她不渴也不饿，她是毫无理由

地哭个不停。所以，为人父母的试炼开始了。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父

母都告诉自己下一个阶段会容易些。当我们可以睡上一整夜，当孩子可以理

解我们，而我们也能理解她的时候，当我们处理完尿布的时候，一切都会好

过点。 

 

当他们成长到可以上学的时候，母亲就可以有片刻的安宁，当他们变得更独

立的时候，当他们能开车时，我们不再需要无止境地耗费时间开车载他们去

看足球赛和乐器课了。是的，当他们能开车，那么，我们的试炼就将结束

了。当他们上大学，能够停止对禁足小题大做的时候，当我们可以不再操心

他们跑那儿去了的时侯，他们可能就不再回来了，但至少我们想不到，我们

的试炼就要结束了。 

 

生命的功课都是一样的。考验永远不会结束。事情总不会安定下来。如果经

济繁荣，公司就会壮大，我们的工作就得到尊敬。但是会有太多的事情要处

理。考验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和疲劳感。如果经济萧条，或者没有足够的生

意，收入会降低，工作会岌岌可危。在退休之后考验还会继续。我们怀念同

僚之情，受人尊重的感觉和工作中的友谊之情，我们有太多时间耗在这里。

健康问题出现了，我们可能会感叹，要是我们存了足够多的钱，足以支付未

来二十年的支出该多好。从我们童年的家到退休后的家，试炼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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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能分辨出哪里是对的吗？人生有太多种的试炼。每天都有各种小问题。有悲剧性的试

炼和毁灭性的试炼，把所有其他无论大小的事务都看成是上帝给的试炼。雅各布书是严谨

的吗？圣经真的告诉我们应该把它们当做大喜乐吗？这怎么可能？圣经怎么可能会这么

说？ 

 

这里就是我想要大家意识到的地方，雅各布书向我们展示的是，试炼并不是乐在其中的。

试炼本身也不是一件喜乐的事，但是当他们在神圣的上帝的掌控之下时，上帝通过它们完

成他的计划，它们就是喜乐的了。他完成什么？嗯，他在第 3 节中所说的，就像雅各布用

的那个词「因为」，他从书的一开始直到最后第 12 节，都在用各种方式向我们展示上帝

在试炼中做了什么。 

 

首先，在试炼中，我们在上帝的样式中学习成长，「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

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 1:3-4）这就是雅各布书

第一章的目的，实际上，这也是整本雅各布书的中心。「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

完备，毫无缺欠。」（雅 1:4）上帝的目标是要我们在祂里面长大成熟。上帝的目标是要

我们长成他的样式，认识上帝是谁。将来有一天，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站在全能上帝面前。

上帝试炼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去准备去面对那一天。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目

标是，让我们长成他的样式，并且教导我们去认识他。 

 

现在，问题来了，在我们生活中，当事情的发展不符合我们的目标时，试炼就来了。让我

们坦诚一点，我们把问题摊开来谈，当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我们的目标都是想要尽快通

过试炼，对吧？我们的目标是去适应这些环境，使事情都照着我们计划的方式，最符合我

们想法的方式，回到它所当在的位置。 

 

如果那就是我们在试炼中的目标，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无止尽的沮丧，无止尽的焦虑，无止

尽的担心中，而且在试炼中毫无喜乐。但是当我们生存的目标是在认识上帝的智慧中成

长，长成他的样式的话，不管试炼有多么艰难和黑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标一定会达

到。它一定会实现。上帝是要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他想让我们在认识他的知识上，让我们

照着他的样式成熟，并且得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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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你想一想。想想在你生命中的试炼。可能是一件小事；可能是一件重要的事；也

可能是一件大事。就单单地思考一下。在你的脑海中想一个，你正面临的试炼。你在那个

试炼中的目标是什么呢？如果你的目标是顺应环境，如果你的计划是让情况照着你的计划

发展，事情却实有可能会那样发生；然而，事实是，事情并不会完全照你的计划发展。 

 

即使事物按着你的想法改变了，别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还会伴随着发生。但如果你正视人

生中的或大或小的试炼，神就会引导你的心，你对神说，「主啊，我知道此刻我必须去解

决一些状况，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更想要明白你的旨意？」这确实是一种

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基督徒特别的处事方式。在试炼中的真正喜乐。 

 

当我们的目标是上帝的时候，试炼就是喜乐。你们明白了吗？我们的目标是上帝的时候，

考验就是喜乐。当我们相信以认识上帝是智慧，与上帝的亲密关系是至高的满足时，让我

们去相信、仰赖和追随，上帝的试炼是真正的益友。是大喜乐。 

 

关于这个主题，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穆格里奇说得最好。可能与我们所希望的相反，穆格

里奇说，「我带着感恩的心情，回顾着那些，在当时看起来像是毁灭性，让我极度痛苦的

经历。确实，我可以完全坦诚地说，在我 75 年的岁月中，我学到的每一样东西，每一样

让我成长，并且照亮我存在意义的东西，都是经过痛苦得来的，而不是快乐。」那么，如

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追求安逸的生活的话，穆格里奇的话就不能鼓励我们了。但是，如果我

们的目标是更深地认识上帝，长成他的样式的话；那么，试炼就会推动我们往这个目标前

进。我们就能把试炼看成是大喜乐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每一个试炼都表现出轻率

的情感。 

 

接着，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看待试炼。请翻到希伯来书第 12 章。「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

的右边。」（来 12:2）。这是很奇怪的，耶稣要如何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因为有喜乐在

等着他，所以他能够轻看羞辱。因此，耶稣现在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了。这就是我们的

答案。当上帝成为我们的目标之后，我们面对试炼时也是充满喜乐的，甚至面对像十字架

那样的酷刑时，我们也能够喜乐地面对。我们学习在试炼中也能活出耶稣的样式。当我们

以上帝为中心，不把目光放在环境上面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活出雅各布书 1:3-4 中描述

的那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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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要学会相信他的智慧，一无所缺。第 5 节，「如果你们任何人缺了智慧…」，

雅各布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缺乏智慧，我们就要祈求上帝慷慨地赐给我们每个人属天的智

慧。我们以前讨论过上帝的智慧。我们也比较过上帝的智慧与人的智慧。 

 

我们说到，智慧是奠定在三个因素上面。当我们在这三种因素中成长时，我们的智慧就在

成长。第一个是「知识」。我们之前讨论过它。当我们的知识增加的时候，我们就会变的

越明智。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做出明智的决定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如果我们知道会

这样，我们就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了。」 

 

第二，洞察力。当我们做出一个决定，而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

「哎，如果我从能那个角度看问题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们缺乏洞察力，我们的

洞察力有限。然后，第三个，我们在经验中累积智慧。我的意思是，这就像养育孩子的过

程。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不知道怎么处理。因此，没有经验，你便缺乏智

慧。 

 

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我们的智慧有限，因为我们的知识、洞察力和经验都有限。因

此，新约中给我们一个最荣耀、最美好、最鼓舞人心的真理和应许。上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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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上

帝的智慧。上帝知道万事。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上帝从来不会说，「哎，如果我

以前知道会这样的话，我就这样做了。」不，上帝从来不会这么说。 

 

他有完全的洞察力。不仅仅是对当下每件事物的洞察力。上帝的洞察力能够在无穷尽的时

间中，影响所有的事物。上帝有永远的洞察力和无穷尽的经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

神。他已经走过这一切。有着全部的知识，全能的上帝曾向你和我说过，「你们祈求，就

给你们。」 （ 太 7:7）真好。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答案，也不是让我们可以迅速的应对。也不是依照环境自动调整

状态。不。这是上帝在试炼中说的话，亲近我。不要怀疑。现在，你的心可能在挣扎，但

是不要怀疑，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会把属天的智慧赏赐给你，让你度过

一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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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主日，我在教会讲道。在我离开之前，我提到，我的母会正在举行五十周年活动。

就在这个美好的日子，我在那天讲道。大家庭的成员都聚集在一起。弟兄姊妹，还有在亚

特兰大的母亲都一起来参加。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在五年前，我的

父亲去世了。我父亲是我见过，最有智慧的人。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来换，跟他多一点的谈

话时间。我希望能有更多、更多的时间来跟他说话。因为我有太多太多东西要弄清楚。我

会问他一些很尖锐的问题。然后我坐在那里听他说，并且思考他说的话。当我读到雅各布

书第 1 章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拥有一些比这更好的东西。宇宙真神曾经向我，也向你们所

有人说过，「只要求问我，我将赠予你们智慧、认知、洞察力、经验，让你承受住试

炼。」这并不是说我们会了解所有事情；而是当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只要我们祈求，神

就会把智慧赏赐给我们。 

 

你是否注意过，或是看过某些人，也许你曾经与他一起经历过多次的难关，他们做出不同

观点的决定，最终证明是相当了不起的决定呢？每一次当他们做这样的决定时，也许一开

始你并不相信他们，但是，你会学着一点一点地增加对他们的信任。如果你与某个人一起

经历很多次的考验，而且你看见他们做出很多明智的决定，那么，当你经历考验时，你会

立即问他，「嗨，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是正确的，而且从过

去到现在都是正确的。当你遭遇试炼的时候，他一直与你同在。试炼就是，当我们经历各

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试炼时，我们学会相信神的智慧。我们学习活出他的样式。我们学习

信靠神的智慧。 

 

第三，我们学习依赖他的资源。9 节到 11 节非常有意思。雅各布在这里第一次提到富人

和穷人。我不打算在这里花太多时间讲解，因为我们以后会花时间来探讨这个主题。但是

你很可能会想，「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

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雅各布书 1:9-10）雅各布是不是有点随意地在写雅各布书？ 

 

试炼，然后，在卑微环境中的弟兄，接着又是富足的人…。雅各布他想要表达什么？我希

望你们能看到这两者间的关系，因为在这里雅各布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们知道生命中的

试炼都有相互效应，不是吗？试炼让弟兄姐妹们进步，因为他们正经历着雅各布书中所说

的，地位上升，就该喜乐，因为你正学着去依赖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资源。 

 

然后，雅各布转向富有的人说，请小心，因为试炼将揭露一个事实：你不可能在你的财产

中，你漂亮的房子中，你漂亮的车中，你所有美丽物品中找到安全和保障。你把自己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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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物质保障中，那些东西却不能真正保护你，因为世间的物质总有一天会过去。除

非你信赖由神而来的资源，要不然你也将与这些东西一起消失。 

 

我们需要试炼，以便提醒我们要依靠那些只有上帝才能供应的资源，提醒我们不能为着物

质的需求向试炼妥协，我们只需要来自神的供应。当这发生时，他让我们欢喜，因为到最

后，所有物质的东西，像是房子、车子和所有的物质，就像雅各布在第 11 节上说得那

样，都会消失殆尽。他们最后都会消失。我们应该谨慎，不要去相信这些东西，因为一旦

我们信了，我们就会像他们一样灰飞烟灭。试炼教导我们去依靠神的供应。 

 

最后，我们应学会为神的赏赐而活。第 12 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听起来很熟

悉吧？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我要重点指出雅各布书中的几处经节。这实在太多

了，在雅各布书中有很多直接，或故意影射登山宝训的地方，这是帮助我们理解雅各布书

在说什么的关键，因为它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我们的息息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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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当我们听到「冠冕」这个词，思考生命冠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犯两种思想上的

错误。  

 

第一，不要去想国王或皇后头戴镶满宝石的冠冕的画面。把这样的画面从你的心里去掉，

因为雅各布书的第一代读者，当他们听到「冠冕」时，心里会立即想到「花环」，是那种

戴在头上的月桂树的花环，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时戴在头上的冠冕。你们想象到应该就是

戴在他们头上的那种冠冕，而不是穿着飘逸长袍的国王。这仅仅是一个运动员完成比赛，

获得了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冕。 

 

第二，当你想到冠冕的实物形象时，你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在新约中的不同地方都见到过

此类术语——这里是「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不要仅仅认

为，「嗨，这就是一种类似用荣耀铸成的冠冕，或者用正义或生命铸成的冠冕。」实际

上，公义的冠冕是指，我们将得到的是公义的本身。荣耀的冠冕是荣耀本身。在某些情况

下，生命的冠冕是生命本身。 

 

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试炼之后，在比赛要结束的时候，在目的地等待我们的是永生。我们

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谈一下，「经历丰盛」这个问题。各位兄弟姐妹们，试炼提醒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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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将来的奖赏。这让我们在试炼中有喜乐，

让我们能够面对最糟糕的环境，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 

 

将来有一天，上帝自己要让我们经历完全。这就是雅各布书最后要讲的事，「你们成全、

完备，毫无欠缺」。我们要与神在一起，我们要得荣耀，要得生命的冠冕。试炼提醒我

们，为了将来的奖赏而活，我们不为这个世界而活。 

 

各位兄弟姐妹们，现在，希望你们能把这些总结一下。我鼓励你们，希望这听起来不像陈

腔滥调。我知道我并不能明白所有人遭遇的试探，但是我想鼓励你们不要浪费了你们的试

炼。我鼓励你，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要把你的目光转向神。亲近他、求告他，一遍又一

遍地求问他，靠近他。倚靠上帝的供应，把你的目光定睛在将来的奖赏上。这是你可以在

试炼中有喜乐的唯一方法。 

 

我们应对自己受试探负责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我希望能快速讲完下一部分内容。上帝掌管我们的试炼。第二

个真理，我们应该对自己受试探负责。在第 13 节中，雅各布书话语一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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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试炼和试探

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了解，上帝掌管我们的试炼。上帝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他人的好

处，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上帝会考验他的子民。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这一点。创世记第

22 章，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试验。这也是我们会面对的，上帝也会试验我们。所以，雅

各布在这里想要解释清楚。他已经预先看见我们心中的想法。在至高上帝的掌管之下，上

帝许可我们的信心要接受考验。上帝要确保我们的信心不会偏离他的考验。上帝掌管我们

的试炼。在每一次的试炼中都包含着试探。所以上帝要我们相信，他在考验我们。 

 

就像你在经历经济困难的时候，你会面对试探，你会怀疑并质疑上帝的供应。当家里出事

情的时候，也许是失去一位亲人，我们会怀疑上帝的爱。在试炼的过程中，我们会受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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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世界的引诱，转身踏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雅各布想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在试炼中

和经历试炼的时候，神依然在掌权。但是，我们应当担当受到试探的责任。 

 

这是就罪的根源。雅各布说得非常清楚，上帝是完全无罪的。神的本性是排斥罪的。罪是

不存在上帝里面的。上帝知道罪恶，但是他却不被罪恶所接近。就像我们早先说过的，他

是神圣的。神不直接地，也非间接地对我们遇到的试探负责。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那谁

负责呢？这点上，雅各布书把镜子放在我们面前，说，「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

欲牵引诱惑的。」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上帝是完全无罪的，我们完全是有罪的。关于这一点非常有

趣。雅各布说，「神不应该对试探负责」。但是，我希望雅各布会接着谈到，撒但是如何

使你离开神的道。但是，雅各布并没有这样做。等一下我们会在雅各布书第 4 章深入探

讨。我们受试探并不是因为撒旦的关系，但是，这不是说撒旦与试探毫无关系。雅各布在

这里说，是你应该为罪负责任，是你应该为受到试探负责任，是你里面的私欲要为这一切

负责任。你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是撒旦。是你里面的私欲使你受到试探，使你犯

罪的。这是你的过错。 

 

想想看。这些话与我们经常听到的话相反。如果我们做错事情，我们都会认为是别人的过

错，而不是自己的过错。总之，千错万错，永远不是自己的错。然而，经文说的非常清

楚，是你要为罪付上责任。 

 

罗马书第 7 章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都是恶的。「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

中，没有良善。」这不是一般人接受的想法。我们的文化早就已经远离福音的本质。上帝

是完全无罪的，我们却罪恶深重。罪的根源在我们里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私欲是怎么变成罪的。罪的剖析。我们很快地来看一下。 

 

第一步是欺骗。这最好的例子就是创世记第 3 章，亚当和夏娃。罪恶的核心是不信任，不

相信上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这是不信任上帝。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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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第二步，欲望。「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句话描写的

非常生动。这就好像为了捕捉动物用的陷阱，或是钓鱼时用的鱼饵。 

 

没有动物明明知道走进陷阱被逮住，却偏要走进去。没有鱼儿明知道鱼钩空无一物，却硬

要咬上去。没有动物或鱼类会这么做。只因为鱼钩上、陷阱里有引诱他们的东西，把它们

吸引住了。所以，雅各布说就是在你我里面的欲望，把我们引诱到罪里面去。 

 

在我们身上的私欲会把我们引向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很多男人会去看色情作品，女

人也会投入别的男人怀里，或者商务人士会过一种缺乏政治或诚信的生活模式，因为有东

西引诱着我们，让我们偏离，把我们引诱到死亡中。 

 

我希望督促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的生命被不为人知的欲望所诱惑时，不要被诱惑了。远

离它。私欲看起来很诱人，但是它会害死你。它会害死你和你身旁的人。欺骗导致私欲。

在欲望产生之后，就生出罪来，这就导致罪的第三阶段：不顺服。 

 

我们对欲望屈服的结果，就导致了第四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第四步是死

亡。这存在于我们体内，这就是问题。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试炼和试探。 

 

在试炼中，我们被引诱到以人为中心的目标中，而忽略了试炼原本的目的，最后使我们不

信靠上帝。在试探中，我们被试探，被我们的欲望所诱惑而远离了上帝。 

 

上帝对我们的救恩是信实的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试炼和试探？这问题带领我们进入了第三个伟大而荣耀的真理：上帝对

我们的救恩是信实的。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布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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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1:16-17）在你的试炼和试探中，请相信神。不要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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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犯罪，不再在试炼中，远离了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美善的。他是绝对的善。在每个

试炼和试探中，你会想要、质疑、怀疑他的慈爱。 

 

教会！不要被骗了。在试炼和试探中的人，不要被欺骗了！上帝是慈爱的。他的慈爱不会

改变。我爱这点。「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对上帝心存感恩的人会心情不好吗？完全不

会。还有更酷的：上帝从不会为更好的而改变。为什么会这么酷呢？为更好的而改变不好

吗？如果你能变得更好了，这意味着一开始的时候，你并不完美；然而上帝并没有任何缺

陷。他是完美的，你不可能比他更好。他的慈爱永不改变。 

 

第二，我们不配得他的良善。第 18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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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听这句话，划下这句话。我们会在整卷书都看到

行为和顺服。我们会发现这美善的核心就是上帝的恩赐。我们不配得上帝赏赐的良善。这

就是重点：肉体岂有良善，是吧？一切美善都在上帝里面。那么，我们肉体里有什么能让

神降临，拯救我们，给予我们新生活和新生命呢？在我们肉体中能有什么吗？不，他选择

这么做，是出于他自己恩典和慈爱。我们不配得上帝的良善。 

 

这就是福音。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优点，使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良善吗？完全没有。这完全

不是 20、21 世纪文化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说，「你很好。」「你很棒。」

不，你不是的。你被骗了。你的内心有着罪恶的本质。罪的本质会引诱你，把你引向死

亡。宇宙中这位慈爱的、荣耀的上帝伸出来他的手，安慰你的心，他把爱放在你的心中，

你身上的每一个爱都是神荣耀的恩赐。这就是福音——我们体内除了恶没别的东西，我们

需要一位仁慈的神来拯救我们，他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神的独生子已经替我们承担了罪

的刑罚，洗净我们身上的罪恶。 

 

我们为这个福音，感谢上帝。我们不配得他的良善。他的良善没有穷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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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1:18）初熟的果

子的就像即将到来的预表。你们现在应该能简单想一想，就像是整个收割季节就要来了。

这就是雅各布书要说的，圣经真正要教导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弄错了，上帝在我们心

中、生活中所做的事，他如何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生命。这只是一个先兆，即将到来的比

这更大。因为 有一天，他将救赎所有的受造物，一切都将是新的，旧的即将过去，新的将

到来。不会再有试炼，不会再有试探。神现在对我们生命所安排的，只是未来那即将到来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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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想想看，这会帮助我们改变面对试探的态度。上帝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留心

阿！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由于上帝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我

们应有十足的信心，相信神能看到我们的苦处。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的试炼将会结束，

荣耀将会到来。罗马书第 8 章，「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

介意了。既是这样，还有甚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

8:18,31）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他的慈爱。试炼只是他所应许的即将来到之前的一种体验而

已。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