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1-2022 (雅 5:1-20)
聚會#4: 警戒聚財、勸勉信友忍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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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戒富人

5:1-6

•

第五章前，雅各伯連續指出兩個反影著人對天主傲慢的
行為：詆毀或判斷弟兄(4:11-12) ；猖狂自誇，當天主不
存(4:13-17) 。第三個同樣傲慢的行為，也是三者中雅各
伯最強力譴責的，就是積蓄財寶，奢華宴樂(5:1-6) 。

CCSS p.89

•

「你們富有的人啊，現在哭泣哀號罷！」- 「哀號」原
文在希臘版本中用作惡人面對審判噩耗的痛苦反應。雅
各伯對富人的控訴有四：積蓄財寶(vv.2-3) ，扣留窮人
的工資(v.4) ，「在世上奢華宴樂」(v.5) ，迫害義人
(v.6) 。

5:1 CCSS, 則
21:17

•

積蓄財寶帶來「像火一樣吞食你們的肉」的懲罰。火是
末日審判時，惡人要面對的可怕的收場。錢財不能為人
賺得永生，反使人因名利而充昏頭腦。應施捨捐獻，在
天上備下寶藏。

5:2-3CCSS,依 66:24,
默 20:9, 詠 50:3；谷
8:36，弟前 6:9-10；
多 4:10，路 12:3334，弟前 6:18-19

•

扣留窮人的工資是不公義的行為，窮人「的呼聲，已進
入了萬軍上主的耳中」。富庶國家享用廉價勞工換取的
貨品也違反社會公義。

5:4 CCSS, 申
24:14-15, SN1

•

「在世上奢華宴樂，養肥了你們的心，等候宰殺的日
子」- 反影著耶穌的教導。

5:5 CCSS, 路
16:19-31

•

對富人第四指控-「定了義人的罪，殺害了他，他卻沒有
抵抗你們」- 可能是指司祭長老勾結權要，殺害耶穌。

5:6 CCSS

•

雅各伯對富人的譴責，讓我們在富庶國家生活的人警
醒。簡樸地生活，慷慨捐助窮人，是基督徒生活的基
礎，並盡全力爭取社會工義；雖然只是汪洋中的水滴，
我們寄望的是祈禱的力量，和天主「要拭去…一切淚
痕；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
有苦楚」的允許。

CCSS, 瑪 25:31-46

默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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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堅忍靜待主的來臨
•

富者縱使不公義，「主的來臨已接近了」，「審判者已
站在門前」，該忍耐。「那些先前堅忍的人」如先知、
約伯，就是「受苦和忍耐的模範」。

•

二仟年後，如何明白主的來臨和末世審判已接近的訊
息？它是否只是個「狼來了」的故事？

•

基督徒在喜樂和希望中祈待主的來臨；「主耶穌，你來
罷！」Maranatha - 這是基督淨配的祈禱，「因為我們
知道，我們幾時住在這肉身內，就是與主遠離」。這是
主耶穌的教導：「願祢的國來臨！」。主來臨的三重
奏。

最後指示：起誓、常祈禱、引領罪人回頭
• 雅各伯多次要人慎言(1:19,26; 3:9-10; 4:11, 16,
5:9) ，在此，他要求我們「不可起誓」，即不要利用天
主的名說謊，「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免得你們招致審
判」。保祿和教會都不將這教導看作完全不可起誓。
• 「請教會的長老們來；他們該為他祈禱，因主的名給他傅
油」。長老=‘presbyters’, priests; 教會=
‘ekklesia’, church；為他祈禱-pray over him, 覆
手。「所以你們要彼此告罪」=>向別人告罪。
• 信中，雅各伯不斷論及好行為的重要(2:14-26; 3:13) ，
最後也以另一好行為作結：「引罪人從迷途回頭」；這也
是他寫這書信的最終目的。

5:7-11, CCSS

5:8-9, CCSS, CSB;
索 1:14, 耶 51:33;
詠 90:4，SN2
5:10-11，默 22:20,
格前 16:22，格後
5:6，SN3

5:12-20

5:12, CCSS
瑪 5:34-37
格後 1:23，迦
1:20, CCC2154
5:14-18, CCSS, 弟
前 5:17, 宗 14:23;
瑪 5:23-24, 若一
1:9，若 20:2123，SN4
5:20, C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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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公道的薪酬是工作應有的成果。拒絕發給或不按時發給薪資可以構成嚴 重的不
義。為衡量公平的酬勞，應同時考慮到每人的需要與貢獻。「工 作的酬報應當使
人按照各人的任務、生產技能，以及企業的情形與公 益，相稱地維持其自身及其
家人的物質、社會、文化及精神生活」。雙 方的同意並不足以表示薪資總額是合
理的，在道德上是正當的。 (CCC2434)
2. 末世審判與聖殿的毀滅
舊約的世界
(君王、司祭、先知；亞當厄娃、以色列、十二派；梅瑟律法；司祭職、祭獻、聖
殿等) ，
在救主耶穌帶來的新約的世界裡
(耶穌的三職；新亞當新厄娃；新以色列；十二宗徒；人因信和藉救恩而得救；教
會聖統架構、彌撒聖祭、聖教會等) ，
都要告一段落和被新的盟約所帶來的一切 所滿全。
•
•

•
•

為此，耶穌早作預告：瑪 23:37-38
猶太歷史學家 Josephus 記述，在 66AD，聖殿司祭們履行日常禮儀時，發覺
週圍突然出現猛力震蕩和巨响；隨之而來的是數人的喊叫說：「讓我們從這
裡離開吧！」
耶穌預言聖殿毀滅前先兆和警告信徒要離開耶路撒冷，逃往山中(谷 13:118 ，則 9) 。
耶路撒冷和聖殿在 70AD 被羅馬人慘酷地用火催毀，死者逾一百萬，如耶穌
所預告一樣：「因為在那些日子裏，必有災難，這是從天主創造開始，直到
如今從未有過的，將來也不會再有」(谷 13:19, 達 12:1)。

(Ref: Benedict XVI, Jesus of Nazareth II, pp. 24-32)
3. The Threefold Coming of the Lord per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We have come to know a threefold coming of the Lord. The third coming takes place
between the other two [adventus medius]…his first coming was in the flesh and in
weakness, this intermediary coming is in the spirit and in power, the last coming will be
in glory and majesty” (Benedict XVI, Jesus of Nazareth II, p. 290).
4. “Thou shalt confess thy transgressions in the Church and shalt not come unto prayer with
an evil conscience” (The Didache 4.14, late 1s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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