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聚會材料(教師本) 01/31, 2020 
 

經文內容：雅各書 1:12-18  經文主題：倚靠神忍受試探或試煉 

小組查經主題*：試探與試煉 
 

【*註：小組查經進度與主題，是根據吳牧師所定，可能與主日證道或週五查經不同，或與經文原意主題不同】 
 

參考書目：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D.A. Carson, D. J. Moo, and L. Morris, Zondervan 1992)；天道聖經註釋－雅各書 (梁康

民, 天道出版, 1995, 2009)；新約書信讀經講義─雅各書 (陳終道, 校園/金燈台出版 1962-2000)；好像初熟的果子---雅各書讀經劄(札)記 
(王國顯, 宣道出版, 2000)；從雅各書看基督徒人生中的矛盾現象與統一 (滕近輝, 聖經報文摘, 2004)；The Epistle of James, NICNT (J. 

Adamson, Eerdmans 1976)；The Epistle of James, NICNT (A. Ross, Eerdmans 1968)；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James (W. MacDonald, Edited 

by Art Farstad, Thomas Nelson Publisher , 1989~1995, 中譯本《活石新約聖經註釋》角石出版, 1997~2000)；New Testament Daily Study Bible 
Series, The Letters of James and Peter (W. Barclay, 巴克萊,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中譯本《每日研經叢書－雅各書, 彼得前後書》褚永

華譯, 基督教文藝出版, 1981-1991)；James, TNTC (D. J. Moo, Eerdmans 1985, 中譯本《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雅各書》賀安慈譯, 校園出版 

1988)；The Letter of James, PNTC (D. J. Moo, Eerdmans 2000)；James,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D. G. McCartney, 

Baker 2009)；James,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D. W. Burdick, Zondervan 1976-1992)；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NIGTC (P. 

H. Davids Eerdmans 1982)；James, The New Bible Commentary (P. H. Davids IVP 1994)；James, IVP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C. S. Keener, IVP 1997)；James, Hard Sayings of the Bible (W. C. Kaiser, IVP 1997)；雅各書---基督徒文摘解經系列 (華人基督徒查

經網站, www.churchinmarlboro.org/Biblestudy/index.htm) 

 

小組查經注意事項：若從未讀過這注意事項，請先讀過(包括引用經文)，然後再準備帶查經 
• 小組查經的定義：是一個有「使命」、「目標」、「紀律」、和「愛心」的聚會，操練教會生活。徒 2:41-42。 

使命：操練基督大使命和彼此團契。即信徒生命長大與更多人信主。太 28:19-20，弗 4:11-12，彼前 4:10。 

目標：裝備好小組組員，將來倍增時，能承擔上述的小組使命。弗 4:13，可 1:17。 

紀律：正確解經，影響生命，杜絕惡言。提後 2:15-16，弗 4:29，太 12:36-37。 
愛心：用基督的愛，彼此相愛。約 13:34-35，林前 13:4-8。 

• 不可少的四件事：明白真理(教導)、應用真理(分享)、彼此建造(交流)、彼此代禱(禱告)。 

• 適合帶領小組查經的人：帶領小組查經是先知、教導、和領導 三種功能或恩賜的事奉，是神要求嚴謹的事奉。參

照申 18:20、可 9:33-35、林前 3:10-17、提後 2:14-16、雅各 3:1、彼後 3:15-16。帶查經者必須由受洗的基督徒擔任，

因為非基督徒還無法領會或相信屬靈之事(林前 2:13-14)。帶查經者必須有願意接受訓練以及實踐小組查經之定義的

心志。很少參加聚會，不適合帶查經，直到有固定聚會後才適合(來 3:12-14, 10:24-25)。不免強人帶查經，因為不是

每人都有此恩賜(林前 12:27-30)。初信者需被保護照顧，不適合帶查經。免得負擔甚重，或陷於各樣的試探(羅 15:1; 

提前 3:6)。但神偶而會興起初信者常靈修，生命成熟較快，被賜予心志和恩賜來帶查經。由少數弟兄姊妹固定按月

份輪流帶查經，會使帶查經事奉的品質增加，也使小組更有效地實踐合神心意的教會生活(小組查經的定義)。 

• 邀請新的帶查經者之前，請先與牧長商量禱告。達成共識後，再去邀請：因為這關乎順從聖靈、以及教會的建造；
也關乎預防被邀請人被絆倒。(林前 3:10-17)。 

• 鼓勵組員分享與主題有關的見證或經歷。控制與主題無關的話，引回正題。若聖靈感動要禱告，馬上帶大家禱告

或彼此代禱。用溫柔委婉的方式，更正違背真理的言論，勸止爭論、閒話、或論斷。尊重隱私，不外傳。 

• 如何準備帶小組查經： 

o 吳牧師強烈建議每次聚會，回顧主日講道內容，帶大家討論分享。連續帶領查經一個月再換人，乃是上上之
策。您上班會積極地提高或維持好的工作品質，事奉神應該也有同樣的品質，不是嗎？您知道聖經裡頭曾記
載，上帝厭惡雙重標準的人嗎？以下的建議可以幫助您提高帶查經的品質。 

o 禱告：為自己和組員禱告。記得禱告！禱告！再禱告！ 

o 觀察經文：不先看解經書或查經材料，而是反覆地閱讀默想經文和上下文 3~5 次。如可行，閱讀至少另一種譯

本。不斷地自問自答 6 大問題：什麼、誰、哪裡、何時、為何、如何。觀察越徹底，越能正確明白經文原意。 

o 解釋經文：按以上觀察程序，把經文原意找出來，就是解釋經文。所謂「經文原意」是指當年作者受神啟示，

寫下經文時的意思。因此經文「原意」只有一個，但「應用」可有多個。對經文體會或感受有不同，其實都屬

於應用，不一定是原意。而「應用」應盡量忠於「原意」。經過以上程序，最後有時間才閱讀解/查經材料。 

o 歸納主題：明白經文原意後，歸納出經文主題(或屬靈原則)。花功夫進行禱告、觀察、解釋(明白經文原意)，
聖靈肯定幫助你歸納出一個經文原意主題。這就是神給你的小組要學習的主題。 

o 設計問題：設計觀察和解釋性的問題，目的使組員也學習進行觀察、解釋、歸納的程序。而且通過這些問題

的討論或彼此交流，可以幫助組員導向主題。 

o 應用經文：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程序。根據你的組員現況，設計應用性的問題。這會幫助組員分享討論，使主

題應用在生活中。每次查經結束後，組員能記得一個主題，且學習如何實踐，這便是一個成功的查經。 
 

以上提醒是為了討神喜悅並且使教會蒙福；也為了你在末日審判時，蒙記念和獎賞 



準備帶小組查經的步驟 
• 觀察 1:12-18 以及上下文：【注意: 多問自己 6w 問題，有助於觀察經文，這是你準備帶查經的基本功】 

o 上文 1:1-11 的觀察： 

 是否提到神？若有、神被描述成怎樣的神？ 

 有哪些人物？他們分別是怎樣的人，包括特徵、或特性、或背景？ 

 這些人物分別有什麼事發生？為什麼發生？什麼時候發生？有什麼背景？ 

 是否提到哪些地方？若有、是什麼地方？有什麼背景？ 

 觀察到的神、人、事、地方、與時間，彼此有關嗎？若有、什麼與什麼有關？如何有關？ 

 是否提到哪些命令？它們分別是什麼？ 

 是否提到哪些靈性的狀況？是否提到與屬靈有關的專有名詞或片語？它們分別是什麼？ 

 有什麼需要注意的字詞或文法？ 

 作者用了哪些寫作文體？論述、記述、比喻、詩歌、啟示、神喻？用的文體與人物有何關聯？ 

 閱讀另外一、兩種聖經譯本，是否發現翻譯的意義卻不同？若有、哪個譯本的意義最可能？ 

o 本文 1:12-18 的觀察： 

 是否提到神？若有、神被描述成怎樣的神？ 

 有哪些人物？他們分別是怎樣的人，包括特徵、或特性、或背景？ 

 這些人物分別有什麼事發生？為什麼發生？什麼時候發生？有什麼背景？ 

 是否提到哪些地方？若有、是什麼地方？有什麼背景？ 

 觀察到的神、人、事、地方、與時間，彼此有關嗎？若有、什麼與什麼有關？如何有關？ 

 是否提到哪些命令？它們分別是什麼？ 

 是否提到哪些靈性的狀況？是否提到與屬靈有關的專有名詞或片語？它們分別是什麼？ 

 有什麼需要注意的字詞或文法？ 

 作者用了哪些寫作文體？論述、記述、比喻、詩歌、啟示、神喻？用的文體與人物有何關聯？ 

 閱讀另外一、兩種聖經譯本，是否發現翻譯的意義卻不同？若有、哪個譯本的意義最可能？ 

o 下文 1:19-27 的觀察： 

 是否提到神？若有、神被描述成怎樣的神？ 

 有哪些人物？他們分別是怎樣的人，包括特徵、或特性、或背景？ 

 這些人物分別發生什麼事？為什麼發生？什麼時候發生？有什麼背景？ 

 是否提到哪些地方？若有、是什麼地方？有什麼背景？ 

 觀察到的人、事、地方、與時間，彼此有關嗎？若有、什麼與什麼有關？如何有關？ 

 是否提到哪些命令？它們分別是什麼？ 

 是否提到哪些靈性的狀況？是否提到與屬靈有關的專有名詞或片語？它們分別是什麼？ 

 有什麼需要注意的字詞或文法？ 

 作者用了哪些寫作文體？論述、記述、比喻、詩歌、啟示、神喻？用的文體與人物有何關聯？ 

 閱讀另外一、兩種聖經譯本，是否發現翻譯的意義卻不同？若有、哪個譯本的意義最可能？ 

o 本文 1:12-18 的神、人、事、與地方，與上文 1:1-11 的神、人、事、與地方，彼此分別有何關係？ 

o 本文 1: 12-18 的神、人、事、與地方，與下文 1:19-27 的神、人、事、與地方，彼此分別有何關係？ 

o 上文 1:1-11 的神、人、事、與地方，與下文 1:19-27 的神、人、事、與地方，彼此分別有何關係？ 

o 是否還需要觀察較遠、或更遠的上下文？為什麼？ 

 

• 解釋與明白本文 1:12-18 以及上下文的意思：【注意: 明白經文的意思，就是找出當年作者寫作的意思，
不是你自己讀進經文的意思。經文的原意可從經文本身、或其上下文，就可找出來，如果你願意先放
下你自己原有的想法】 

o 上文 1:1-11 的解釋與明白： 

 你會把這上文分成幾段？怎麼分？如果節數太少，可以省略。 

 本書信的作者是誰？當時寫給誰？作者與讀者分別是怎樣的人？他們彼此有什麼關係？ 

 作者給的命令有哪些？這些命令的意思分別是什麼？ 

 這裡的「試煉」指什麼？為什麼遭遇「試煉」時，作者命令讀者要看為喜樂？ 

 試煉與信心之間的關係是什麼？經文提到「忍耐」是要「忍」什麼？怎麼「忍」？ 



 為什麼要向神求智慧？應該如何求？ 

 「向神求智慧」與「遇到試煉」或是「忍耐」，彼此之間有什麼關係？ 

 經文形容的「疑惑」，是否就是「不信」的意思？為什麼？(從經文或下文找答案) 

 「卑微的」與「富足的」分別指誰？為什麼他們得到的命令是相同？作者是否用其中一種人，

來提醒另一種人？還是作者只是分別給不同人的提醒？ 

 這裡提到風浪和花草的比喻，是作者想像的景況、還是實際生活的景況？這些比喻的用意，分

別是什麼？ 

 那些地方需要以經解經？也就是用較遠的下文，或整本雅各書、甚至其他書卷的經文來解釋？ 

 你會把 1:1-11 分段幾段？把分段的經文，用自己的話，以不超過 10 字，分別寫下各段的意思？ 

o 本文 1:12-18 的解釋與明白： 

 你會把這本文分成幾段？怎麼分？如果節數太少，可以省略。 

 若作者給命令，根據上下文，為什麼作者給這(些)命令？ 

 舊版和合本出現「試探」和「試驗」，分別出現幾次？在其上下文中，這兩項分別意思是什麼？

閱讀另外的聖經譯本，是否有不同的翻譯？它們彼此有何異同？ 

 誰會得到生命的冠冕？為什麼？這得冠冕的人有何特性？ 

 作者提到面對「試探」的心態是什麼？有什麼理由要用此種心態面對「試探」？ 

 「試探」怎麼產生？「試探」的結果有哪些？ 

 作者描述父神是怎樣的神？祂作了什麼？作者描述父神，與給的命令，彼此有何關聯？ 

 那些地方需要以經解經？也就是用較遠的下文，或整本雅各書、甚至其他書卷的經文來解釋？ 

 本文的意思，是否與上下文有關？若有、是怎樣有關？是否需要修之前的理解？若完全沒有關

聯，理由是什麼？ 

 把各分段之作者的原意，用自己的話，以不超過 10 字，分別寫下來。 

o 下文 1:19-27 的解釋與明白： 

 你會把這下文分成幾段？怎麼分？如果節數太少，可以省略。 

 若作者給命令，根據上下文，為什麼作者給這(些)命令？ 

 這裡「聽」、「說」、「怒」，的內容分別指什麼？這些與「溫柔的心」有何關？又與「聽道」

有何關？ 

 為什麼作者要用「照鏡子」來比喻「只聽道不行道」？ 

 虔誠人是怎樣的人？與「聽」、「說」、「怒」、「聽道」，有何關聯？ 

 那些地方需要以經解經？也就是用較遠的下文，或整本雅各書、甚至其他書卷的經文來解釋？ 

 把各分段之作者的原意，用自己的話，以不超過 10 字，分別寫下來。 

 

以上的步驟，如果你花功夫下去，肯定不難明白作者在這段經文，要說什麼 
 

• 歸納 1:12-18 的經文原意主題：【注意: 歸納經文原意主題，就是找出當年作者寫作的重點，或中心思想】 

o 根據前面步驟，把你寫下的本文與上下文各分段的意思，按經文順序排在眼前。 

o 根據這些資料，綜合一個 1:12-18 經文原意主題。不超過 10 個字。 

o 這一個經文原意主題(當年作者寫作的重點)，就是你要帶組員查經時，最後要看到的。也是你帶完查

經後，組員會記得超過 24 小時的主題。 

o 然而，你的小組查經的主題，應該是以應用的角度來確立。因此查經主題，常常是應用性主題。應

用性主題不須與經文原意主題字字相同，但必須有緊密關聯。 

o 因此，你接下來的準備，是設計組員查經時的討論問題，使他們查經完，會對主題有深刻印象。 

 

• 設計問題： 

o 帶查經不是教書，不是一節一節地講解。這是效益最低的方式。最好是一段一段地，帶領組員討論。

通過討論過程，組員等於走過一遍觀察、解釋與明白、以及歸納，最後找出一個經文原意主題。 

o 禱告求聖靈幫助你設計討論問題。你計劃分幾段帶領組員查經，就設計幾個問題。通常最多是三個
查經性的問題，而最少要有一個應用性問題。 



o 好的問题是：(1)啟發思想，引起討论。(2)由外而內(從表面到核心)：观察→解释→归納→应用。(3)

前後有連貫性，紧湊而不鬆散。(4)能在本段经文或上下文之中找到答案。但需要思考一下，不是很

容易就找到答案。(5)适合大部分組员的屬靈程度以及聖經知識程度。 

o 不好的問题是：(1)太简單，令人不想回答。例：简單是非题。(2)太深奧，令人無法回答。無法在

上下文找答案。(3)太籠統，不知從何說起。例：請問有什麽想法。(4)易起爭论。(5)与主题無关。 

 

• 應用 1:12-18 的經文原意主題：【注意: 成功的帶查經，是幫助組員學會如何應用在生活中】 

o 禱告求聖靈提醒，你的組員在生活中，也是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與這一個經文原意主題直接有關。 

o 禱告求聖靈幫助你，設計一個應用性問題，使組員交流討論那些與經文原意主題有關的事。 

o 這問題是否問的好，要看組員查經結束後，能否帶一個生活上的屬靈原則回家，或是帶一個可以作

的屬靈操練回家，然後過 24 小時，還不會忘記！ 

 

• 美聖堂小組查經時間 75 分鐘：這當中還包括走進課室、上廁所、閒聊、倒茶、分點心等等。實際學習

經文與討論分享，只剩不到 45 分鐘，因為你們還需要彼此代禱，然後 9:30 準時結束。如果組員失去彼

此代禱的機會，基本上我們一週唯一一次的教會生活(徒 2:42)，打了折扣。你如何帶領組員過一次教會
生活，將來都要向神交帳。 

 

以下的經文和主題，以及查經討論問題，提供給你參考。如果你按以上步驟準備下功夫，最後歸
納出的經文主題，與本材料所提供的，應該差不多！因為我們都讀同一本聖經，領受同一位聖靈。 
 

經文和主題：雅各書 1:12-18、倚靠神忍受試探或試煉 

神學主題：神賜福給靠祂忍受試探或試煉的人 

查經主題 / 應用主題：如何面對試探與試煉 

 

本週查經聚會內容 

Welcome 破冰：彼此認識、問安、分享，禱告 

 

Word 研經和討論： 

• 觀察、解釋經文、找出主題：(1)如有需要，介紹經文或作者背景；(2)觀察上下文、前因後

果、和段落；(3)解釋難懂的字詞；(4)用問題討論方式觀察解釋經文，然後歸納出本段主題。 

o 1:12-15 節，「試探」和「試驗」有何不同？「試探」從哪來，最後可能導致什麼？(請

從經文中找答案)【屬觀察、解釋、和思考性的問題】 

o 1:16-18 節，這裡描述天父是怎樣的神？對處在試探或試驗中的人，這些描述能起什麼

作用？(請從經文中找答案)【屬觀察、解釋、和思考性的問題】 

• 小組分享討論：討論和應用。引導組員討論的焦點放在經文主題和其應用。帶領查經者應
該針對你組員日常生活中的需要，自行設計應用性的問題，幫助組員分享討論，學習把本
週查經的主題或屬靈原則運用在生活中。小組長或帶領查經者應該帶組員一起禱告並付諸
行動。也要提醒組員，除非經得當事人允許，不可將涉及隱私的內容傳於小組以外的人。 

o 每當經歷不順之事的時候，你最常表現出來的情緒是什麼？你最常講的話、或問的問題

是什麼？為什麼？今日的經文提醒了你什麼？ 

o 明知不可說或不可做之事，但你還是說了或做了，真正根源是什麼？今日的經文提醒你，

如何避免再犯？ 

 

Work 禱告： 

• 分享代禱事項和彼此代禱。為今天所學的真理感謝主。 

• 為還未相信主耶穌的親友，提名禱告。 



 

本週金句：雅各書 1:17「各樣美好的賞賜，各樣完備的恩賜，都是從上面、從眾光之父降下來的，
祂本身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子」(新譯本) 

 

下週查經：雅各書 1:19-27 

 

本週經文 1:12-18 註釋： 
• 雅各書簡介：(更詳細材料，請參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聚會材料(教師本) 01/17, 2020 的雅各書簡介) 

o 作者，寫作對象、地點、日期：主耶穌的弟弟雅各，寫給在巴勒斯坦與敘利亞、以猶太人為主之教

會的書信。可能 45-47A.D.寫於耶路撒冷。 

o 寫作背景、目的、與中心主題：不少信徒誤解「因信稱義」，以為得救後之言行無需規範，以致信

心與行為不相稱。雅各寫信給提醒他們，真信心必有好行為，而信心沒有行為是死的(2:17, 26)。 

o 寫作特色：本書信不是以很清楚的結構來寫作，而是從一主題轉接至另一主題。此外，主題與主題

之間，並非絕對彼此獨立，也非緊密關聯。 

o 內容信息大綱：(1)序言 1:1。(2)論試煉與試探 1:2-18。(3)論聽道和行道 1:19-27。(4)論虔誠與待人

2:1-2:13。(5)論信心與行為 2:14-26。(6)論言語的節制 3:1-12。(7)論屬天和屬地的智慧 3:13-18。(8)論

屬神和屬世 4:1-5:6。(9)論忍耐等候主 5:7-11。(10)論起誓 5:12。(11)論禱告 5:13-18。(12)論拯救失喪

的靈魂 5:19-20。 

• 雅各書 1:12-18 與上下文簡介： 

o 鄰近上文 1:1-11：作者向讀者問安，並且告知自己的身份。然後勸勉讀者，遭遇試煉時應該喜樂，

因為是信心的考驗，使人成長。生活所需的智慧，儘管憑信心向神求，不要有疑惑。作者又提醒讀

者，不要因貧窮或富有，而忽略得救恩的寶貴與崇高。因為財富或生命本身，轉眼成空或消逝，完

全靠不住。 

o 本文 1:12-18：作者再回到試煉或試探的思想，提醒讀者，是人自己裡頭的罪所帶來的「試探」。受

罪的試探時，不應怪罪他人，而是自己裡頭的私慾造成。神乃是賞賜各樣完備恩賜的神，而且用真

理賜與新生命，成為萬物中初熟的果子。 

o 鄰近下文 1:19-27：本段勸勉讀者，要虛心溫柔地領受神的道，而且不要單作聽道的人，而是行道的

人。聽道而不行道的人，就像照鏡子，之後就忘了自己的樣子。唯有詳細察看神的律法且常遵守的

人，必因所行的蒙福。不約束舌頭而自欺，是假虔誠。但是幫助困苦人，不讓自己被世俗污染，是

神眼中的真虔誠。 

o 較遠下文 2:1-13：本段警戒讀者，不要偏心待人、用惡意斷定人。作者特別提到對窮人的歧視，這

是惡意斷定。偏袒富人以及羞辱窮人，與神的態度全然相反。因為神使窮人「在信上富足」，也因

為律法要求信徒要愛人如己。任何按外貌待人，就犯此律法。而犯一條律法、就等於犯了眾條。既

然人要律法受神審判，就該照律法說話行事。 

o 本文 1:12-18 的寫作結構與大剛： 

 整個 1:2-18 大至來說，作者論述那些可能威脅讀者信心的苦難或挑戰或貧窮(都可包含在「試煉」

之主題之內)、甚至犯罪的行為(包含在「試探」之主題之內)，希望他的勸勉或命令，能幫助他

們進到成熟穩妥的地步(1:4)。 

 雖然多數學者都一致同意，1:2-18 是一個比較明顯完整的段落，但 1:12 分段的問題，學者有不

同看法： 

 認為 1:12 是一句獨立的勸勉，與上下文關聯比較不密切(Barclay)。 

 認為 1:12 是屬於 1:2-11「貧困試煉為喜樂(為誇耀)」，為此段的結語，勉勵在貧困試煉/試

探中忍受的信徒，必得著生命的冠冕(Burdick; MacDonald; 陳終道)。 

 認為 1:12 是 1:9-11「忍受試煉/試探」過渡到 1:13-15「忍受因罪引誘之試探為有福」，尤其

是 1:12-13「忍受草枯乾、花凋謝之試煉為有福」(McCartney; Moo 後來 2000 的看法)。 

 忍受屬於 1:13-15，視本節為此段新主題的引言，提醒讀者「要忍受罪的試探」(Davids; Moo 早

期 1985 的看法)。 



 本查經材料認為無需太糾結歸屬於上文還是下文，因為 1:2-18 是一個段落(不好拆開讀)，講

到信徒應如何面對試煉，包括一般生活試煉、貧窮試煉、以及私慾/罪的引誘。因此，本節

要繼續提醒讀者，不僅忍受貧困試煉，還有「忍受罪的試探」。本查經材料為了配合牧師
安排的進度，因此把本節歸屬於 1:13-18。 

 本文 1:12-18 分成兩部分： 

 一、1:12-15 節，神應許忍受試煉得福，但人受試探是因為私慾。 

 二、1:16-18 節，要認清神的屬性與作為，絕非試探的原由。 

 

【目前您已讀了不少東西！可能對個人知識長進有些幫助，但對帶領查經，可能幫助很少。如果
您還沒花時間禱告、反覆閱讀默想經文和上下，就先看本材料的經文註釋，勸您不要再往下看！
趕緊先做本材料第一到第三頁所提醒的事。剩下有時間再來讀這些知識性的內容。因為這些內容，
是為了聚會時萬一有人提問，現場有答案。如果只讀這些，沒盡上該做的，對查經聚會和生命的
建造，完全沒有幫助。】 
 

• 1:12 節原文直譯為「12a 有福的人<是>那忍受試煉(的人)；12b 因為(那)成為經過驗證的將領受生命的冠
冕，12c 這(冠冕是)祂應許給(那些)愛祂(的人)」【註：「<…>」裡頭的內容，直譯時加上去，讀起來比較通順一點。

「(…)」裡頭的內容，是由於原文的詞性，所帶出隱含的意義，因此直譯時加上去。】。為了讀起來像中文，12a 節還可

以直譯為「那忍受試驗(的是)有福的人」。12b-c 節解釋為何「忍受試煉是有福」的原因，而 12c 節是

12b 節的子句，說明「生命的冠冕」從何而來。 

o 12a 節，原文把形容詞「有福的」寫在句首，是要特別強調「蒙福」。這句的唯一動詞是「忍受
hupomeno」，是 1:3-4 節名詞「忍耐 hupomone」的動詞形式，兩者意義相同。這動詞採現在時態，

說明處在持續不斷地「忍受」狀態中。所以「恆久忍受試煉的人是有福的」。這裡的名詞「試煉
peirasmos」，與 1:2b 節名詞「試煉」是同一個字。而下文 1:13-14 的動詞「試探 peirazo」，是這名

詞的動詞形式，兩者意義相同。「有福」以整本雅各書的文理來看，不是指生活的順利，而是指與

神的關係完整，也與「生命的冠冕」有關，所以可以從現在就發生，直到到未來的永恆(Davids; 

McCartney)。「有福的人是…」可能是作者效法主耶穌的「登山寶訓」的寫作方式(太 5:3-10)，也可能

出自他自己猶太人舊約的傳統(詩 1:1, 32:2; 箴 8:34; 賽 56:2; 耶 17:7)。 

o 12b 節，句首連接詞「因為」，帶出子句 12b-c 節，說明 12a 節「恆久忍受試煉的人是有福」的原因。

動詞「領受」(新漢語譯本)，多數中文聖經譯成「得著、得到」，原意是「領受、拿」的意思。同一

個字還出現在 1:7, 3:1, 4:3, 5:7, 5:10。這動詞採未來時態，與過去時態分詞「成為、是」，在時態上

形成對比，說明滿足「成為…」之條件後，就會有「領受…」的事發生。過去時態分詞「成為、
是」，與形容詞「經過驗證的」形成一分詞片語，形容「成為經過驗證的」人將會領受生命冠冕。

這「經過驗證的 dokimos」，就是 1:3a 的名詞「考驗 dokimion」的形容詞形式，兩者是同字根，意

義也相同。 

o 12b 節，名詞「冠冕 stephanos」，原意可指一般君王、貴族、高官的「皇冠」，指歡喜慶祝節日或

婚姻時戴的「桂冠」(賽 28:1-2; 歌 3:11)，也指當時比賽得勝之運動員的「桂冠」(參林前 9:25; 提後

2:5)，也是耶穌受難時戴的荊棘「冠冕」，或是以萬王之王之身份第二次降臨的耶穌所戴的「冠冕」

(啟 19:11-16)。這「冠冕」用在基督徒身上，除了指榮耀和尊貴之聖徒身份(羅 8:16-25; 提後 4:8; 彼

前 5:4)，也指將來的獎賞(林前 9:24-25; 雅 1:12; 彼前 5:4; 啟 2:10, 3:11)。按這裡所參考的經文來看，

「生命的冠冕」可能是指進入新天新地的永生(Moo; Davids; 梁康民)，或指信徒在世所擁有的豐盛生命

(Barclay; Burdick)，或指信徒最後面對主的獎賞(MacDonald)，或指神在信徒身上要成就的目的(王國顯)，或

指天國子民之生命(如 2:5 所示; McCartney)。這些「生命的冠冕」的意思，其實有彼此重疊的部分，

都與「信主耶穌、得永活之豐盛生命」有關。或許，應該把「生命的冠冕」的意思，看得廣一點，
不一定只局限在某一種意思。 

o 12c 節，關係代名詞「這」，就是指 12b 節的「冠冕」，與過去時態、直說語氣動詞「應許」，組

成 12b 節子句中的子句，說明「這冠冕」出自於神的「應許」。過去時態也說明神一次性的行動，

是既定的事實。神「應許」把這冠冕給誰，是用間接受格、現在時態分詞「愛」，組成一分詞片語

「愛祂(的人)」，而且是處在持續不斷地「愛神」的狀態中。這現在時態分詞「愛」，與 12a 節現

在時態動詞「忍受」，彼此呼應，暗示持續不斷地「忍受試煉」，是持續不斷地「愛神」的表現！



因此，信徒對神的愛，藉著願意為基督「忍受試煉」，而表彰出來(12c 節)，並藉以得著成全

(McCartney; Moo)。 

o 多數華人基督徒仍然使用的傳統舊版和合本聖經譯本(1910’s)，對雅各書 1:2-18 的「試煉」、「試
驗」、與「試探」之翻譯，所造成的議題或困惑： 

 1:3a 節的名詞直譯「考驗 dokimion」(舊版和合本是「試驗」)，與 1:2b 節名詞直譯「試煉
peirasmos」(舊版和合本也是「試煉」)是不同字，原文意思也完全不同。 

 「考驗」原意是指「通過試驗、測試、或考證之行動，證實真偽或純雜與否」。但「試煉」

原意有「試煉、試驗、誘惑、測試、嘗試」等等多重意思，多用來指外來不好的因素。換言之，

信徒碰到不好的人、事、物，就是 2b 節的「試煉」；而它們可以促使人經歷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考驗」信心是否成長、是否真偽或純雜。然而，舊版和合本譯成「試驗」和「試煉」，

由於發音相近，常被人誤以為同義字，也被人誤聽成重複字「試煉」和「試煉」、或「試驗」

和「試驗」。 

 1:12 節名詞直譯「試煉」，與 1:2b 節是同字。但舊版和合本在 1:12 譯成「試探」，在 1:2b 卻

又譯成「試煉」。1:12 節名詞直譯「考驗」，與 1:3a 的名詞「考驗」是同字，但舊版和合本在

1:12 譯成「試驗」。1:13-14 節出現五次同樣動詞「peirazo」，是 1:2b 節名詞直譯「試煉
peirasmos」的動詞形式，都是同字根。但舊版和合本與新譯本都譯成「試探」，為了分辨同一

字、但不同上下文的文理，而產生不同的意思。 

 因此華人基督徒普遍有的困惑是：「試煉」=「試驗」=「試探」？或是「試煉」=「試驗」

「試探」？或是「試煉」 「試驗」 「試探」？或是「試煉」=「好事、或出於神」，「試探」

=「壞事、或出於魔鬼、或出於罪」？ 

 因此 2010 修定版和合本聖經，把所有的「試驗」改譯成「考驗」，1:12 節改譯成「試煉」，

1:13-14 五次動詞都譯成「誘惑」。這解決了「試驗」和「試煉」發音相近的混淆的問題，也區

分「試煉」和「誘惑」。但仍然造成「試煉」=「好事、出於神」，「試探」或「誘惑」=「壞

事、或出於魔鬼、或出於罪」的神學觀。 

 較好的神學觀應由此處經文(原文)本身的意思出來，以及按聖經其他經文(創 22:1, 約伯 1-3 章, 

林前 10:13 等等)。按直譯，「考驗」=「神在信徒身上作工」，「試煉/試探」=「神考驗信徒時

所用的工具或手段」，而且神用的工具或手段，不一定都是出於神親自的作為，有時是出於神

主權的允許(McCartney; Moo)。1:13-14 就是出於神允許、但非神所為之例。 

 如果在只有傳統舊版和合本聖經的環境下，我們至少要堅持一正確的觀念：「試煉」可能使人

與神的關係拉近；「試探」可能使人與神的關係疏遠。然而恆久「忍受/忍耐」不管是「試煉」

還是「試探」，都能使人與神的關係拉近。 

 英文聖經的翻譯，也有同樣議題，trial, test, train, tempt，造成說英語的信徒的困惑。礙於篇幅，

本材料暫不討論。 

• 1:13 節原文直譯為「13a 沒有一個被誘惑的(人)說、我被誘惑來自神，13b 因為神是不被邪惡誘惑的，
13c 並且祂自己誘惑無一人」【註：「(…)」裡頭的內容，是由於原文的詞性，所帶出隱含的意義，因此直譯時加上去】。

為了讀起來像中文，13c 還可以直譯為「並且祂自己不誘惑任何人」。本節不管是直述動詞、命令動詞、

或是分詞，全採現在時態，表示這些行動，是在常常持續的狀態中。這裡出現四個「誘惑」，與下文

1:14 是同一個動詞，原意是「試煉、試驗、誘惑、測試、嘗試」等多種意思。這動詞與 1:2 和 1:12 節的

名詞「試煉」，是同一字根。根據文理，可翻譯成「誘惑」(中文標準譯本; 新漢語譯本; 和合本修訂版 2010; 思高

譯本)、「試探」(舊版和合本; 新譯本)、「試誘」(恢復本; 呂振中譯本)。整個 1:13-15 節是作者要反駁那些在
「試探/試煉」中跌倒，卻怪罪到神身上的錯誤思想。 

o 13a 節，本句以形容詞「沒有一個」為句首，作為強調「沒有任何人」。動詞「說」原意還有「主

張、宣布、聲稱、告訴、表述」的意思。這裡第一個「試誘」是現在時態被動形式分詞，說明「某
人」是處在一直被試誘的狀態中。第二個「試誘」是現在時態被動形式直說語氣動詞，其隱含主詞

是「我」，說明這個一直處在被誘惑狀態中的「某人」，是一直在被自己誘惑的狀態中。而這個

「某人」就是句首的「沒有一個」，使本句有雙重強調這絕對的禁令：「凡被誘惑的，不可說自己

被神誘惑」，或是「我所受的誘惑絕不可說是從神而來」。此外，注意作者所用的介系詞「來自、

從…而來」，原意是「來源出自某一段距離之外的某人、事、物、地」。因此「來自神、或從神而
來」是指「神是幕後策劃者」，所以作者禁止人有如此的觀念(梁康民)。 



o 13b 節句首「因為」組成 13b-c 兩句，說明不可有這錯誤宣稱的兩個原因。13b 只有一動詞「是」，

以及兩個形容詞「不被誘惑的」與「邪惡的」來形容神。由於這兩個形容詞，「不被誘惑的」是主

格，「邪惡的」是所有格，學者對 13b-c 有不同看法，而且從原文文法、邏輯、或神學來看，都是

可行的： 

 指神不被惡誘惑(試探)，祂因此也不誘惑(試探)任何人(傳統看法，MacDonald; McCartney; Moo;，多數

中、英文聖經譯本)。 

 指神屬性無邪惡，也就沒有所謂被惡誘惑(試探)之事，祂因此也不誘惑(試探)任何人(Burdick; Hort; 

ESV 和 KJV 譯成 God can not be tempter with evil 有一點這意思的味道)。 

 指神不被 13a 所描述之邪惡的人所誘惑(試探)，祂也不誘惑(試探)任何人(Davids; 梁康民; 陳終道)。

換句話說，作者在責備 13a 被禁令的人，不應該用惡念來誘惑(試探)神，所謂用小人之心度君

子之腹。民數記記載多次，人的惡試探神之事(民 11, 13, 16, 20 章; 來 3:8,9)。 

• 1:14-15 節原文直譯為「14a 然而、每一個人被誘惑，14b<是>藉著自己的私慾被牽引和被誘騙的；15a 接
著、這私慾(通過)懷孕而生出罪惡；15b 然後、這罪惡(通過)長成而產生死亡」【註：「<…>」裡頭的內容，

直譯時加上去，讀起來比較通順一點。「(…)」裡頭的內容，是由於原文的詞性，所帶出隱含的意義，因此直譯時加上去。】。

句首是由一形容詞「每一個的」，與一反義連接詞「然而」，組成 14-15 節，繼續反駁上文 13a 那些怪

罪給神的理論。這段經文出現四個分詞，分成兩組。第一組「牽引」與「誘騙」，第二組「懷孕」與

「長成」。它們都用來說明「每一個人」的行動和內在的特性。 

o 14a 節，形容詞「每一個的」作名詞使用，即「每一個人」，也就是 13a 作者給禁令的那些人。這

裡現在時態、被動語態動詞「被誘惑」，與 13 節是同字，也有「試探、試煉、試驗」之意。這裡

用現在時態，與時間無關，而是說明這動詞所描述的狀態下。 

o 14b 節，名詞「私慾」原意還有「願望、願意、渴望、慾望、性慾」等等的意思，是否帶正面或負

面意義，看上下文決定(例如正面意義有: 路 22:15；腓 1:23)。由於這裡下文說這慾望導致罪，說明

這是有犯罪傾向的慾望，因此多數中文聖經譯成「私慾」(除了中文標準譯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但是

有些英文聖經譯成「desire, 渴望、慾望」，保持中性意義(ESV; NRSV; NKJV)，因為這還不是罪，而是

讓這慾望成孕才生下罪。但是本查經材料認為，這裡有稍微負面意義的分詞「牽引」和「誘騙」，

使這「渴望、慾望」帶著稍微負面意義，即有犯罪傾向的慾望，所以譯成「私慾」。至於「有犯罪

傾向的慾望」算不算是罪，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學者和智者，3000 多年已經過去，還沒有一致的答案。

所以我們也不要糾結這問題。如果你帶查經，確保組員千萬不要浪費時間在這議題上。 

o 14b 節，本句有兩個現在時態、被動語態分詞，「牽引」與「誘騙」，組成分詞子句，描述 14a 節

「每一個被誘惑之人」的情況。「牽引」指強有力的拉獵物，「誘騙」指提供餌來吸引獵物，兩者

原是用來指釣魚或捕獵物之行為(Burdick; McCartney; Moo; 梁康民)。而且這些分詞的隱含主詞是指 14a 節

的「人」，不是指「私慾」。因此，本節意思是一個人在被誘惑的時候，其實是處在一個持續不斷

地被自己牽引和誘騙的狀態下。而這個狀態是藉由「自己的私慾」的途徑來進行，也就是介系詞

「藉著」要表達的。因此，作者很清楚表示，凡是在受誘惑、受試探、或受試煉中(原文都是同一

個字)，若是忍受不住而犯罪，責任完全在自己身上，不可怪罪在神身上(Barclay; Davids; McCartney; Moo; 

陳終道; 梁康民)。 

o 15a-b 節，作者繼續描述，不斷地被自己的私慾牽引和誘騙的狀態下，會有什麼結果。有兩個過去

時態分詞，「懷孕」與「長成」，分別是主動和被動語態，也分別與不同的現在時態直述動詞「生
出」與「產生」。這兩個分詞都是作為途徑功能，分別說明通過「懷孕」與「長成」兩個途徑，使

兩個行動「生出」與「產生」發生。這裡作者用不同詞性、時態、和語態，其實有重要意義，一般

中英文聖經看不出來： 

 15a 節，分詞「懷孕」是過去時態、主動語態，其隱含主詞是本句開始的「這私慾」，組成分

詞片語，說明「這私慾」是一個通過「懷孕」之事實的「私慾」。然而與這分詞片語組合的直

述動詞「生出」，卻是現在時態、主動語態，其隱含主詞是這個分詞片語。因此這直述動詞要

表達，這個「通過懷孕的私慾」是處在持續「生出罪惡」的狀態下。換句話說，一旦有「讓自

己的私慾懷孕在自己裡頭」的既定事實(也就是讓私慾生根在自己裡頭)，就會一直處在「生出
罪惡」的狀態下。 

 15b 節，分詞「長成」(原意還有「完成」之意)是現在時態、主動語態，其隱含主詞是本句開

始的「這罪惡」，組成分詞片語，說明「這罪惡」是在通過持續不斷「長成」之狀態中。然而



與這分詞片語組合的直述動詞「產生」，也是現在時態、主動語態，其隱含主詞是這個分詞片

語。因此這直述動詞要表達，這個「通過持續不斷長成的罪惡」是處在持續「產生死亡」的狀

態下。換句話說，「讓罪惡不斷長成在自己裡頭」的狀態，就等於一直處在「產生死亡」的狀

態下。 

o 14-15 節，總結作者要論述的，不管是受誘惑、受試探、或受試煉，一旦讓私慾在自己心理有立足

點，就會不斷成長形成「罪」，接著不可避免地就有不斷地罪言與罪行。這當中不只導致與神的關

係斷絕(靈性之死)，服在死權之下，也導致將來在永恆中與神永遠隔絕(創 3:9,10; 來 2:14,15; 陳終道)。

作者要警告那些因各樣誘惑/試煉/試探跌倒的人，跌倒的唯一原因是自己裡頭的罪，與神無關。會

使中性的試煉，變成所謂負面的試探/誘惑，完全是自己裡頭的私慾形成「罪」與否(Davids; Burdick; 梁

康民)。所以，1:12 恆久忍受試煉的人得生命(12 節)，1:14-15 容讓「慾望」生根發芽會致死亡(Moo)。

主耶穌說：「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裏發出來的、這才污穢人。因為從心裏發出來的，有惡念、兇殺、
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太 15:19) 

• 1:16-18 節原文直譯為「16 不要被欺騙了，我親愛的弟兄們啊！17a 所有好的賞賜和所有完美的禮物是
來自上面，(也就是)從眾光的父降下來的；17b 在祂沒有改變或轉動的影子；18a(祂)按計畫生了我們藉
著真理的道，18b 為了使我們成為某個初熟的果子、在那些祂的受造物中」【註：「(…)」裡頭的內容，是由

於原文的詞性，所帶出隱含的意義，因此直譯時加上去】。為了讀起來像中文，18a-b 節還可以直譯為「(祂)按計
畫藉著真理的道生了我們，為了使我們在那些祂的受造物中、成為某個初熟的果子」。本段 16-18 節不

是新的主題，而是要繼續提醒讀者，神不是用惡意試探人的神，而是這裡所描述何等美善的神。因此，

1:16 是把 1:13-15 和 1:17-18 連繫起來(McCartney; Moo)。 

o 16 節，句首由一個否定副詞，加上一個現在時態、被動、命令語氣動詞「欺騙」，作為開始。其實

真正按原文動詞之詞性直譯，可以是「要停止在不斷地被欺騙之狀態」。「不要被欺騙」這詞保羅

也用過，翻譯為「不要自欺」(林前 6:9, 15:33; 加 6:7; 舊版和合本聖經)。然而同一本聖經卻把這裡譯為

「不要看錯」。這是當年翻譯聖經的西方宣教士，直接參考英文 KJV 聖經來作翻譯。「被欺騙」

是被什麼欺騙，學者有不同看法： 

 一、指 1:13 的錯誤觀念「神誘惑/試探人」(Burdick; Moo; 王國顯)。 

 二、根據 1:2, 1:12-13 推論當時讀者有一錯誤觀念(等於埋怨)「神造成一切不順之事」(MacDonald)。 

 三、根據 1:17 推論當時讀者認為「眼前的好生活=來自神，不好=來自魔鬼」(陳終道)， 

 四、根據 1:17-18 推論當時讀者認為「壞事發生時，不可能有神的善意」(梁康民)。 

 五、指 1:14 的「自己的私慾」(McCartney)。 

 本查經材料認為，從整個 1:13-18 文理來看，(一)的解釋最好。其實(一)的看法含蓋(二)到(四)的

看法。本節暗示在讀者當中，有人還一直處在 1:13「我被試探，因為我被神試探」的謊言中

(Burdick)。 

o 17a 節，名詞「賞賜」和「禮物」，都是單數，作為集合名詞，指所有各式各樣，「好的賞賜」和

「完美的禮物」。舊版和合本聖經譯為「美善的恩賜」和「全備的賞賜」。在這兩個名詞片語之間，

可能無意義上的差別，是作者用重複筆法強調，神是給予各樣賞賜的神(Moo)。若按上文 1:3-5 來看，

各樣的賞賜，可能是指忍受試煉所需的智慧(Davids; 梁康民)。副詞「來自」，也可譯成「從…來(的)」

(多數中文聖經譯本)。 

o 17a 節，譯成「眾光」，是因為「光」的原文是多數名詞。將神形容成「眾光之父」，其「眾光」

可指天體之光，包括太陽、月亮、及星星(詩 136:7-9; 耶 31:36; Burdick; Moo; Davids)；也可指神的聖潔、

真理、或國度(路 19:38; 約 1:4, 9; 約 8:12; 帖後 2:8; 提前 6:16; 來 1:3)。聖經常以天體見證神的創造及

不斷管理的大能(伯 38 章; 詩 136 章; 賽 40 章)。用「眾光之父」來指上帝，也強調祂與黑暗和邪惡

毫無關聯(林後 6:14; 約壹 1:5)。 

o 17b 節，學者有不同解讀：「因轉動而有改變或影子」，以及「因影子轉動而有改變」(McCartney; 

MacDonald; Moo ; 梁康民)。不管作何解讀，這裡作者要強調，天體之光會改變，但神總不改變(瑪拉基

3:6)。上帝是不會賜給人不夠完美、或不夠全備的賞賜；邪惡或私慾也不可能出於祂。因為祂是不

改變的眾光之父，且是永恆的美善與全備。 

o 18a 節，過去時態分詞「計畫」，其時態說明，這是曾經經過深思熟慮與決定，不是心血來潮之行

動。此外，這個分詞用來修飾本句主要動詞「生」，說明「神藉著真理的道生了我們」是通過「計
畫」的過程。這「真理的道」，就是指使人得拯救、改變生命、使人認識神的福音(下文 1:21; 又參



考林後 6:7; 弗 1:13; 西 1:5; 提後 2:15; Burdick; Davids; Moo; McCartney; 梁康民; 陳終道)。這裡「神藉真道生」

與 1:15「私慾生出罪」成強烈對比，兩者結果也不同：前者是「初熟之果」，後者是「死亡」。神

用「真道生了我們」之結果，就是 18b 節所描述的。 

o 18b 節，句首有目的性介系詞「為了使」，帶出這裡的目的性子句。「初熟的果子」，原指首先收

割的莊稼，以及頭生的動物，要分別為聖、歸於耶和華神(出 22:29-30, 23:16, 19, 34:22; 利 23:10; 民

28:26; 申 26:2, 10)。新約曾用「初熟的果子」，來指耶穌基督(林前 15:20, 23)，也指在末世時代，未

曾拜偶像、忠心跟隨羔羊耶穌的信徒(啟 14:4-5)。此處作者是指自己和讀者，因著信福音，從萬物

中被神分別出來，單單歸與祂的聖潔子民(羅 8:23, 16:5; 林前 16:15; 啟 14:4; Burdick; Davids; Moo; McCartney; 

梁康民)。既有初熟果子，那表示將來有圓滿的收成，即在作者和讀者之後，歷世歷代的基督徒(羅
8:19-23; Burdick; MacDonald)。 

 

【下週查經：雅各書 1:12-18】 
 

原文直譯圖示  
紅色表命令語氣動詞(包括否定或肯定副/助詞)，藍色表分詞，紫色表未來時態動詞，綠色表直述動詞，橙

色表假設語氣動詞。(…)裡頭的內容，是由於原文的詞性，所帶出隱含的意義。<…>裡頭的內容，直譯時加
上去，讀起來比較通順一點。 

 

12a 有福的人<是>那忍受試煉(的人) 
12b 因為(那)成為經過驗證的將領受生命的冠冕 

這(冠冕是)祂應許給(那些)愛祂(的人) 
13a 沒有一個被誘惑的(人)說、我被誘惑來自神 

13b 因為神是不被邪惡誘惑的 
13c 並且祂自己誘惑無一人 

14a 然而、每一個人被誘惑 
14b<是>藉著自己的私慾被牽引和被誘騙的 
15a 接著、這私慾(通過)懷孕而生出罪惡 
15b 然後、這罪惡(通過)長成而產生死亡 

16 不要被欺騙了，我親愛的弟兄們啊！ 
17a 所有好的賞賜和所有完美的禮物是來自上面 

(也就是)從眾光的父降下來的 
17b 在祂沒有改變或轉動的影子 
18a(祂)按計畫生了我們藉著真理的道 
18b 為了使我們成為某個初熟的果子、在那些祂的受造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