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1-2022 (雅 2:1-26)
聚會#2: 沒行為的信德是死的
A

低貶窮人等同侮辱基督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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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上主是審判者」，因祂是公義的，祂的審判「不
看情面」。我們不要自視為審判者，厚待富人而低貶窮
人。若要審判或辨別，不要「按偏邪的心思判斷人」，
應「依正義審判你的同胞」。耶穌也「不看人的情面，
祇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

2:1-4, CCSS, 德
35:15, 肋 19:15

「天主不是選了世俗視為貧窮的人，使他們富於信德，
並繼承他向愛他的人所預許的國嗎？」按聖經，天主特
別垂顧窮人。願謙卑自下，信靠上主的人是有福的，
「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
所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所以貧窮的人富於信德，
堪當繼承天主預許的國。同樣，侮辱窮人等如侮辱基督
徒美名，也等同侮辱基督。

2:5-7, CCSS, 詠
9:19, 依 41:17,
瑪 25:31ff; 瑪
5:3,SN1,格前
1:28, SN2

低貶窮人違反自由的法律
•

•

2:1-7

有人認為，著重富人和忽視窮人雖然不對，但小小做得
不好也無傷大雅？雅各伯的解釋是：完美的法律(1:25)
全部來自天主(2:10-11)，不能部份地遵守。耶穌教導人
當「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和「愛近人
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
命」。低貶窮人=不愛近人如你自己，也違犯梅瑟律法
「應愛人如己」的教導，觸犯了一條法律，「就算是全
犯了」。
人得救是因著信德，因天主慈悲而獲憐憫。但信德必需
落實於行為，有行為的信德才是真實的。耶穌自由的法
律的兩大準則是愛天主和愛近人，我們都要「按照自由
的法律受審判」；若我們不愛近人，憐憫窮人，「審判
時也沒有憐憫」。既然如此，人應在日常生活上善用每
個機會，以言以行，用仁愛和憐憫和別人相處。

谷 12:14

瑪 25:40,45
2:8-13
2:8-11, CCSS
瑪 22:36-40
肋 19:18

2:12-13, CCSS
弗 2:8-9; 若
5:28-29, 格後
5:10, 默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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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

2:14-26

•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德，卻沒有行為，有什
麼益處？難道這信德能救他嗎？」口稱信主，但在行為上
卻不跟隨他，這樣的信德必定是假的，不能使人得救。這
樣的人並未真正領受主的愛，被它感動和改變。沒行為的
信德是死的，也不符合聖經教導。

2:14-17, CCSS, 瑪
25:31-46, 出
22:25-26, 23:11, 詠
21:26, 路 12:33

• 有行為的人讓人從他的行為看見他的信德。沒行為的信德
是死的，魔鬼也信主且害怕他，但魔鬼卻沒愛德。所以信
德和行為有密切關係，缺一不可；沒信德的行為也是死
的。

2:18-19, CSB
瑪 7:21

亞巴郎和辣哈布的實例

2:20-26

• 亞巴郎經得起天主的考驗，「把他的兒子依撒格獻在祭壇
上」，他的「信德由於行為纔得以成全」，於是應驗了
「亞巴郎相信了天主，因而這事為他便算是正義」的預
告，並被稱為「天主的朋友」。留意亞巴郎服從天主的行
為是他信德的「成全」，這正是魔鬼的信所沒有的。

2:20-24, CCSS,
CSB
創 15:6
編下 20:7

• 辣哈布妓女同樣因行為而成義。

2:25, CCSS, CSB

• 這是否雅各伯和保祿針鋒相對的辯論？保祿：「因為我們
認為人的成義，是藉信德，而不在於遵行法律。」雅各伯
「你們看，人成義是由於行為，不僅是由於信德。」

CCSS p.63, CSB
p.443; 羅 3:28, 雅
2:24

BSP2/2

Special Notes:
1. “The ascent to God occurs precisely in the descent of humble service, in the descent of
love, for love is God’s essence…In Jesus Christ, God has revealed himself in his
descending…We ascent to God by accompanying [Jesus] on this descending path”
(BXVI, Jesus of Nazareth I, p. 95).
2. “God destined the earth and all it contains for all men and all peoples so that all created
things would be shared fairly by all manki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justice tempered by
charity” (Gaudium et Spes, 69).
“In its various forms – material deprivation, unjust oppressio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llness and death – human misery is the obvious sign of the inherited
condition of frailty and need for salvation in which man finds himself as a consequence
of original sin” (CCC 2448).
“When we attend to the needs of those in want, we give them what is theirs, not ours.
More than performing works of mercy, we are paying a debt of justice” (CCC 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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