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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考驗之一：貧窮 

(雅一 9-18) 

經文(和修版和 NIV) 

1:9 
卑微的弟兄要因高升而誇耀，  

The brother in humble circumstances ought to take pride in his high position. 

1:10 
富足的卻要因被降卑而誇耀，因為富足的人要消逝，如同草上的花一樣。 

But the one who is rich should take pride in his low position, because he will 

pass away like a wild flower. 

1:11 
太陽出來，熱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謝，它美麗的樣子就消失了；那
富足的人在他一生的奔波中也要這樣衰殘。 

For the sun rises with scorching heat and withers the plant; its blossom falls 

and its beauty is destroyed. In the same way, the rich man will fade away even 

while he goes about his business. 

1:12 
忍受試煉的人有福了，因為他經過考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
給愛他之人的。 

Blessed is the man who perseveres under trial, because when he has stood the 

test, he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that God has promised to those who love 

him. 

1:13 
人被誘惑，不可說：「我是被神誘惑」；因為神是不被惡誘惑的，他也不
誘惑人。 

When tempted, no one should say, "God is tempting me." For God cannot be 

tempted by evil, nor does he tempt anyone;  

1:14 
但每一個人被誘惑是因自己的私慾牽引而被誘惑的。but each one is 

tempted when, by his own evil desire, he is dragged away and enticed. 

1:15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Then, after desire has conceived, it gives birth to sin; and sin, when it is 

full-grown, gives birth to death. 

1:16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被欺騙了。 

Don't be deceived, my dear brothers. 

1:17 
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
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coming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the 

heavenly lights, who does not change like shifting shadows 

1: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生了我們，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成為初
熟的果子。 

He chose to give us birth through the word of truth, that we might be a kind of 

firstfruits of all he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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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人會消逝：不須羨慕富足(v.9-11) 

1.1 在 v.9，「卑微的弟兄」是指什麼人？ 

                                  

1.2 何謂「高升」？ 

                               

                               

1.3 由貧轉富，為何要誇耀？這種心態好嗎？ 

「誇耀」一字可解「誇口」（和修版、NIV）、「為榮」（新譯本、

和修版）或「喜樂」（和合本）（參羅五 2、3、11），這字在新約

共出現 37 次，絕大部份是指「誇口」，但此處以解「喜樂」為宜。

由貧轉富而感到喜樂乃人之常情。                

1.4 富足人降卑（由富轉貧）要有何反應？為什麼？ 

                                 

1.5 雅各以什麼來比喻富足的人？ 

                             

1.6 這比喻有何意義？ 

                             

                             

                                

1.7 雅各是針對財富或富人的短暫？ 

                                 

1.8 雅各是否仇富？ 

                                  

1.9 雅各在 v.9-11 的教導對收信人有何意義？ 

收信人遭逼迫散居各地，原有的家財可能已失去大半，流落異鄉，

過著貧苦的生活。雅各鼓勵他們不要留戀過往富足的生活，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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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羡慕富人，因為人生是短暫和急速衰殘的。                   

1.10 雅各的教導對您又有何意義？ 

                                  

                                 

2. 私慾帶來死：忍受試煉到底（v.12-15） 

2.1 在 v.12，什麼人是有福的？ 

                              

                                

2.2 何謂「忍受試煉」？ 

「忍受」（動詞）與 v.3-4 的「忍耐」（名詞）同一字根，「忍受」

是指「堅定保持在某一種狀況（試煉）之下」，表達一種對神有信

心、等待神出手、將盼望置於神的心態。                  

2.3 為何能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經過考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經過」是過去分詞，表

示「完成」的狀態；「考驗」是「考驗合格」（approved）的意思，

「經過考驗」是指成功通過了考驗，這樣人必得生命的冠冕。          

2.4 什麼是「生命的冠冕」？ 

「生命」和「冠冕」是可交替和平行的詞語（in apposition），指

神賜給在試煉中的得勝者一項冠冕（獎賞），就是生命：豐盛的生

命和永生。                                                 

2.5 信徒為何有得到生命的冠冕的把握？ 

                                

2.6 在 v.13，什麼是「誘惑」？ 

「誘惑」（peirazo）與 v.2 及 v.12 的「試煉」（peirasmos）是同

字根，雅各似乎把外在環境的客觀試煉，與個人主觀地經歷誘惑

而犯罪，兩者清楚的區分出來。「試煉」以名詞表達，「誘惑」以

動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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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人被誘惑犯罪，常有的反應是什麼？ 

                              

                                

2.8 人被誘惑犯罪，為何不應推卸責任給神？ 

                              

                              

                                

2.9 若誘惑的源頭不是神，誘惑是從那裡來呢？ 

                                   

2.10 有沒有人可以倖免不被誘惑的？ 

                                 

2.11 私慾會帶來什麼惡果？ 

                              

                                  

2.12 雅各用什麼比喻來形容私慾所帶來的惡果？為什麼？ 

                             

                              

                             

2.13 雅各在 v.12-15 的教導對收信人有何意義？ 

收信人由富轉貧，容易受到物質的引誘，也容易受到心中的貪慾

所支配，以致犯罪。雅各藉（i）私慾會帶出非常可怕的後果（屬

靈的死）；（ii）誘惑非從神而來而是從自己的私慾而來；（iii）能

忍受這種誘惑的人能得生命的冠冕這三方面來鼓勵他們忍受試煉

到底。                                 

2.14 雅各的教導對您又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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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善由神賜：仰望賜恩的主（v.16-18） 

3.1 在 v.16，「不要被欺騙了」是指什麼「欺騙」？ 

                              

                                 

3.2 按 v.17，神是一位如何的神？ 

                             

                              

                              

3.3 雅各在 v.18 用了什麼例子來說明神賜恩予我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什麼是「真理的道」？ 

                               

3.5 什麼是「初熟的果子」？ 

                             

                              

3.6 雅各在 v.16-18 的教導對收信人有何意義？ 

叫收信人認定一切美善的恩賜都是從神而來，神只想施恩予信

徒，雅各鼓勵收信人在試煉中要仰望賜恩的主。            

3.7 雅各的教導對您又有何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