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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1-2022 (雅 1:1-27) 

聚會#1: 簡介、忍受患難和試探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A 雅各伯書簡介 

 

• 作者 -不是長雅各伯(‘James the Greater’,宗徒,若望兄弟, 

在 44 年被黑落德殺害) ; 也不是幼雅各伯(‘James the 

Less’, 阿耳斐的兒子, 也是宗徒) ；應是「主的兄弟雅各

伯」, 「稱為柱石的雅各伯」，是耶路撒冷教會第一任主

教; 教會傳統稱他 James the Just。 
 

• 日期、對象、文體 - 是 60年代初, 死前寫給散居巴勒斯

坦以外的猶太基督徒的一封信。 
 

• 主題 - 是道德教導, 承舊約智慧傳統，處理信仰和生活

上實際問題，包括： 

- 沒行為的信德是死的(2:14-26); 特別著重「看顧患難

中的孤兒和寡婦」(1:27)、貧窮的人(2:5)、馴服口

舌(3:9-10;4:12,16)、憐憫(2:13)、祈禱(5:13-18) 

- 要專一信主，勿做「淫亂的人」；要信主應謙遜：

『天主拒絕驕傲人，卻賞賜恩寵於謙遜人。』 

- 善惡分明：不是從上而來的智慧是屬於下地的

(3:15); 「服從天主…魔鬼就必逃避你們…猖狂自

誇…是邪惡的」(4:7,16) ；「作世俗的朋友，就成了

天主的仇敵」(4:4)。 

- 傅油修和聖事(5:14-16) 

 

• 雅各伯給我們的挑戰 = 耶穌要我們「成全」的挑戰 = 

JPII世青的訓晦。 

 

 

 

CSB,CCSS 瑪 10:2 

宗 12:1-2 

路 6:15;迦

1:19,2:9 

 

 

CSB 

 

 

CCSS, CSB 

 

 

 

 

4:4,6,10 

 

 

 

 

 

 

 

CCSS 10-11, 瑪

5:48,SN1 

B 致侯辭 

 

• 寫信者雅各伯是初期教會極重要人物，是「主的兄弟雅

各伯」，耶路撒冷教會領袖和第一任主教；自稱「天主

及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以示謙卑、屬於和服從。 
 

• 將天主及主耶穌相提並論=承認耶穌天主性。基督含義。 

 

• 「散居 (dispersion or diaspora)的十二支派」自北以

色列在 721BC 流徙亞述後，十支派已從歷史上消失，只

1:1 

 

CCSS, (迦 1:19) 

宗 12:17, 15:13, 

21:18) 

 

CCSS, 2020-

21BSP#1C5 

 
CCSS,《救恩史-從耶

穌到亞巴郎》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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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南國的猶大和本雅明。Diaspora指以色列國土以外地

中海一帶，猶太人的聚居地。 

 

 

 

C 面對患難需堅忍、智慧和祈禱 

 

• 「幾時你們落在各種試探裏，要認為是大喜樂」- 生活在

苦罪的世上，人必「落在」或遇上各種試探。因著信德，

人以堅忍面對試探，從天主大計看事物，相信天主知道和

關懷一切，包括人的困苦，一切都在祂的掌握中。祂是慈

愛的父，只需信靠祂，衪會讓困難變成轉機，帶給人恩

寵。完美實行堅忍能使人「成全而又完備，毫無缺欠」; 

這樣試探成了大喜樂。 

 

• 人要有智慧才能將試探看成大喜樂和堅忍面對。智慧建基

於人與天主的關係，這關係若正確和密切，必產生正義的

果實，表現行為上，讓人在困苦中仍堅定不移。所以智慧

是天主恩賜，不是靠人努力所能獲取的。 
 

• 智者在貧賤中「要因高升而誇耀」；在富有中「卻要因自

卑而誇耀」。 
 

• 人在困苦中「祈求時要有信心，決不可懷疑」。在此，

「懷疑」指人三心兩意，想相信和跟隨主但同時又放不下

塵世思念。這樣的人「就像海裏的波濤，被風吹動，翻騰

不已」，「不要妄想從主那裏得到什麼」，所以祈禱不蒙

天主應允。耶穌山園祈禱 -「請給我免去這杯罷! 但是，

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你所願意的。」-充份表現其

人性、無限愛心、對父的信靠和亳不保留的服從。耶穌山

園祈禱與瑪利亞領報，是人類歷史關鍵時刻，他們的信靠

和服從扭轉了 A&E的不信靠和不服從。 

1:2-11 

 

1:2-4, CCSS 

 

 

路 12:6-7 

 

瑪 5:48, 伯前 1:6-

7, 羅 5:3-4;8:28, 

CCC309-13 

 

1:5, CCSS 

約 28:28 

希 11;  

箴 2:6, 達 2:21 

 

1:9-11 CCSS 

 

 

 

1:6-8, CCSS, CSB, 

CCC2734 

 

 

 

谷 14:36 

 

 

 

 

 

D 處理試探，實行天主的聖言 
 

•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他必能得到主「所預許的生

命之冠」。他忍受試探的能力來自愛天主，因為愛「與真

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 「天主不會為惡事所誘惑，他也不誘惑人」。誘惑來自人

心内私慾。私慾生罪惡，罪惡不斷增長而帶來死亡。天主

試探人是要助人更接近祂，不是離開祂。 
 

1:12-27 

 

1:12, CCSS 

 

 

 

1:13-15, CCSS, 德

訓篇 15:11-12 

CSB 創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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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誘惑既來自人心内私慾，人當小心處理自己的心，「切不

要錯誤」，不要自我欺騙。解決辦法就是光明之父從上降

下來的「美好的贈與」和「完善的恩賜」，包括前述「生

命之冠」(v.12), 智慧(v.5) ，「真理之言」和「成為他

所造之物中的初果」(v.18) 。 
 

• 不要「只聽聖言而不去實行」, 實際力行「那細察賜予自

由的完美法律」的人是有福的。福音是「真理之言」

(v.18) ，像律法般有約束性，但真理的「約束」讓人獲

得真正自由。福音的法律是完美(成全)的，因耶穌已滿全

了舊約一切法律。 
 

• 真正虔誠的人不應只尊守信條和參與禮儀，當「箝制自己

的唇舌」，服務他人包括「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和寡婦，

(而且)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 

 

1:16-18, CCSS 

 

弗 1:13;出 23:19, 

肋 23:10 

 

 

 

1:22-25, CCSS 

若 8:31-32, 羅
6:17-18, SN2 

 

 

 

1:26-27, CCSS, 

CSB,申 10:17-18, 

耶 7:5-6; 伯前 2:9, 

伯後 3:14, 羅 12:1-

2 

 

 

Special Notes: 

 

1. “Dear young people, do not be content with anything less than the highest ideals!” (JPII, 

WYD 2002, n2) 

 

2. “In the house of the law, slavery is free” – St. Augustine, Enarratio in Psalmum XCIX, 7: 

CCL 39, 1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