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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基督徒 

X如何善與別人相處 

雅各書 James 3:13~18 

 

引言： 

你會遇到各色各樣的人，有些人令人喜悅，你喜歡和他在一起；有些人帶給你啟發，有些人

難以相處，有些人令你生氣，有些人令你不安，有些人令你感到有趣；人與人之間有個性的衝突，

有些人在一起就不自在。當關係變惡化時生活很痛苦，令人頹廢，有錢也沒有用。 

雅各書教導如何用智慧與人交往。雅各書 James 3:18「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Those who are peace makers will plant seeds of peace and reap a harvest of goodness.”雅各說每一天在你的

關係中你在栽種子，是那些種子呢？是憤怒的種子？嫉妒的種子？和平的種子？自信的種子？不安

的種子？你種什麼種子最終就收什麼！你的種子很重要。 

那要如何栽種和平的種子收成和平的人際關係呢？要用智慧與人交往，如果愚蠢的反應，我

們收成的就是相反的結果。 

為何那麼多有教育水準的人，聰明的人卻表現出沒有智慧呢？那麼簡單的道理卻變得那麼複

雜。 

雅各書先定義真正的智慧是什麼，與人所謂的智慧有何區別？ 

=> v:13「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智慧是生活的

方式，和你的聰明（intelligence）不太有關，卻和你的關係（relationship）品格（character）有關。

有智慧的人請從你的生活方式顯示給我看。智慧不是你嘴巴上說而已，它是你的生活如何，

是你的表現（work），是你真正的人格傾向。你與人如何相處，看出你有多少智慧。智慧產生

的是謙虛（humility）；只有知識使人自高驕傲。 

=> v:14-15「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這樣的智慧不是

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缺少智慧帶來各樣的問題（disorder）不合，

混亂（chaos, confusion）；你人生是一團糟嗎？因你缺少智慧。 

=> 我如何知道我有智慧呢？v:17「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

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列出了一些智慧人的品格（character） 

1) 清潔 pure。 

If I am wise I will not compromise my integrity.如果我有智慧我不會妥協我的正直，約翰壹書 1 

John 3:3「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像主一樣的品德，也就是正直，

如果我有智慧，我不會騙你，欺侮你，操控你，利用你。所有的關係是建立在彼此信任上，

尊重上。如果沒有誠信誰會尊重你。測謊機的發明人列寧基勒博士說，他測試 25000人後，

結論，人基本上是不誠實的。箴言 Proverbs 10:9「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走彎曲道的，必致

敗露。」你正直就不怕別人發現你不說謊，因為你是誠實的。 

2) 和平 

I will not antagonize your anger.我不會對你的發怒以怒氣相對，我不會去激怒你使你更生氣。

為什麼就是有人不合？時常找人幹架找碴呢？有智慧的人就是愛和平的人，不會故意去向

人挑釁。有些人老是那麼的防衛性 defensive，（argumentive 爭論型），好像老是要找人對抗。 

→ 有些人喜歡爭論，就是喜歡提不同的道理。箴言 Proverbs 20:3「遠離紛爭是人的尊榮；愚妄人

都愛爭鬧。」“Any fool can start an argument but the wise will stay out of them.” 



成熟的基督徒 X 如何善與別人相處（二版） 2019/09/15 主日大綱 

南港恩慈堂 鄒麟牧師 

2012/03/04 一版 

2 

→ 你家裡是那些事引起爭論呢？如果你有智慧，你應該知道避開；a) comparing 比較；你和

某某一樣；你為什麼不能像某某；當我和你一樣年紀時；我第一任丈夫；說那些話是自找

麻煩，你自找的，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10:12b「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乃

是不通達的。」“It is unwise to compare.”比較是沒有智慧的。 

→ b) condemning also cause anger.定別人罪也容易引發怒氣。It is all you fault.什麼都是你的錯。

you should be ashamed.你應該感到羞恥。 

→ c) Contradicting 故意講不同的事令人討厭，“The secret of wisdom is knowing what to 

overlook.”智慧就是知道那些事可以故意不要去提，不要把小事變大。箴言 Proverbs 14:29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A wise man controls his temper, he knows 

anger causes mistakes.”在發怒中容易做錯事。 

3) 溫良 considerate。為人設想 

If I am wise I will not minimize your feelings.如果我有智慧我不會輕看你的感覺。Wisdom is 

considerate.有智慧的總是用心，體貼，為人著想，看重別人的感覺。 

→ 我們常會以為如果你的感受和我的不一樣，你的一定是（invalid）有問題的，或是沒有邏

輯的，好笑的。他說這裡好熱你說不會，你們兩人都對，因為兩人的體溫感受不同。我可

以不接受但我諒解。 

→ 箴箴言 Proverbs15:4「溫良的舌是生命樹；乖謬的嘴使人心碎。」“Kind word bring life but cool 

words crush your spirit.”當我們對別人情緒上的反應，特別是他們難過受傷時，我們常輕

視（belittle it）嘲諷，貶低（put down）為他們做心理分析，（I know why you feel that way…），

像你這樣的人不應有這樣的感受（condescending）。先生回家抱怨工作很累，太太回應在家

更累，兩人都累，不要用那樣方式對話，要為對方感受著想。 

4) 柔順 Submissive。 

If I am wise, I will not criticize your decision.我如果有智慧我不會批評你的決定，你的建議，

（not defensive, open to new suggestions）我不固執，我不會老是有防衛的心理。 

→ 希臘文在新約此字只用了一次“upiepai”，翻成英文版柔順，submissive，更貼切的翻譯應

是 reasonable，合理的，willing to listen, willing to learn.願意傾聽願意學習（open to 

suggestion.）。你是合理的人（reasonable）？別人可以和你講道理嗎？（Can people reason with 

you?）很多人很固執“我已經做決定了，不要和我爭論，不要混淆事實”，“如果我要聽

你意見我會告訴你”。 

→ 有智慧的人不會批評別人的建議，不要太 defensive 防衛性，智慧人可以向任何人學習。有

人主日聚會後向牧師說你今天講的道真爛，牧師想表現願意傾聽，問他，可以告訴我哪裡

不好嗎？他說首先你不該只是讀你的講章，第二你念得真差勁，第三它根本不值得讀出來；

牧師聽了很洩氣；旁邊有個會友看見他受了傷，想安慰牧師，對牧師說，牧師不要理他說

什麼，他說的一點內容都沒有，他只是重複他聽見大家在說的。箴言 Proverbs 12:15「愚妄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惟智慧人肯聽人的勸教。」“A fool thinks he needs no advise, but 

a wise man listen to others.” 

5) 滿有憐憫多結善果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 

If I am wise I’ll not emphasize your mistake.如果我有智慧我不會強調你的犯錯。你是不是每次得

理不饒人（Do you jump on people when they blunder, stumble or fall?）看見別人犯錯，你幸災樂

禍，落井下石嗎？連諷帶譏？Do you let people go or pounding on that mistake?你放過他呢，還

是在他痛處重擊傷處灑鹽，乘勝追擊，挑弄他的犯錯？你是否把這當作籌碼裝進袋子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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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由釋放呢？饒恕他？還是屢次提出羞辱他呢？如此做不是智慧人；你總是提出過去他

做的事當作子彈攻擊他嗎？我有憐憫我就不會強調你的過失，我會給你需要的溫暖，而不

是你罪有應得的。 

→ 箴言 Proverbs 17:9「遮掩人過的，尋求人愛；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Love forgets mistakes, 

nagging about them will part even the best of friends.”“If you are wise, you rub it out, you don’t rub it 

in.”智慧人不記舊仇，新恨，讓他過去吧！有人跌倒要鼓勵他不要去論斷。 

→  “善果”good fruit means kind action.指的是仁慈的動作，不只是表現憐憫而已（英文中有

句話，我真同情你，你自找的！Yet, I really feel for you, you got it all yourself.）你一點憐憫

心都沒有，你應採取一些行動，雅各書 James 2:13「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mercy triumphs over judgment.”憐憫勝於論斷，與其論斷要表現仁慈

的行動。 

6) 智慧是沒有偏見的沒有假冒 Wisdom is impartial and sincere 

If I am wise I won’t disguise my own weakness,如果我有智慧我不會為自己的軟弱偽裝 

→ （hide）遮掩自己的弱點。偏見，假冒兩個希臘字很相近。希臘文中 hypocrite指的是偽善的

虛假的。希臘文真誠就是 without hypocrisy沒有假裝，Straight forward 坦率坦直的。 

→ 在希臘戲劇中演戲的人只有三四人，角色要時常改換，他們就戴上不同的面具出現，有時

戴上喜樂的面具，有時戴上憂愁的面具，一個演員有五六個面具，演員就叫做 hypocrite假

冒者偽善。 

→ 如果你真的有智慧，你就不戴面具，你不是假的，假裝、裝扮成不是你的樣子；如果你是

完美的（perfect）這教會不適合你；教會是為真正的人，有真正的問題，需要主的一群人而

有的；你有情緒上問題，家庭上，事業上，個性上的問題需要主，要改變生命的這教會就

是你的。 

→ 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們是誠實的不做假的，不假仙的，是真實的，你看見就是那個真我，我

不會掩飾我的弱點；人際關係今天有太多虛假不真實的，因為人去扮演他不是的那人。在

夜店，酒店中不就是充滿了那些不真實的扮演嗎？有目的！千萬不要去扮演假冒。（Don’t try 

to be something you are not.）。 

→ 箴言 Proverbs 28:13「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You will never 

succeed in life if you try to hide your sin.”假裝自己是完美的，一切都在掌控中是愚蠢的，沒有

人是完全的，別人早就知道你的弱點裝也沒用。大家都知道只是你自己不承認罷了。人喜

歡誠實真誠公開的人。 

→ 請問你有智慧嗎？你利用人嗎？你說話故意激怒人嗎？故意激將（find the hot spots）嗎？重

視別人的感受嗎？別人感受是 valid 真實的，不管是否合乎邏輯，有沒有道理。你是很容易有

防備心的人嗎 Are you defensive? 別人可以向你提建議嗎？我是重複說別人過犯的嗎？ 

<=> 我如何成為有智慧的人呢？如何有好的人際關係與人和平相處心中有平安呢？可以靠下決心

成為智慧人嗎？No不行。 

知識（knowledge）和智慧 wisdom不同，知識從教育得來，智慧從上帝而來，從上頭而來，知

識從 reason 討論得來，智慧從 revelation 啟示得來，知識是學來的，智慧是神給的恩賜。雅各

書 James 1:5「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要“求”，要禱告，求神賜與智慧。 

→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3「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The secret is Christ Himself, 

in Him lies hidden all God’s treasure of wisdom.”耶穌是你要的，你想要智慧嗎？請耶穌進到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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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邀請他做你個人的救主，尊祂為主；主啊對我說話（speak to my mind.）藉我的手幫助人

（help people through my hand.）讓主的思想進入我的頭腦，讓主的話語從我口中說出，藉我的

心去愛人（love people through my heart.）使我心中有智慧。 

→ 早作晚作不如早一點作，請主進入你生命，天天讓祂在你生活中，生命中做主，發展 develop

你的生命，品格，你的關係會愈來愈好。詩篇 Psalms 111: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

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箴言 Proverbs 9: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

至聖者便是聰明。」“Wisdom begins with knowing God.”救恩是開始，找教會與其他弟兄姊妹一

起成長，箴言 Proverbs 27:17「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原文是磨朋友的臉）也是如此。」“鐵

磨鐵生出刃來。”加入服事開始你人生新的路程。 

 

問題 

1. 每天你在栽種甚麼樣的種子？ 

2. 正直是甚麼？ 

3. 我喜歡發怒嗎？ 

4. 我為別人設想嗎？ 

5. 我做事會理性嗎？ 

6. 我對人仁慈嗎？ 

7. 我是偽善的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