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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基督徒 

V 如何從聖經中得到祝福 
雅各書第一章 19~27節 

 

聖經是全世界最暢銷的一本書，也是翻譯最多語言的一本書，許多人家裡可能都擁有多本聖

經，但卻少有人去閱讀它，以致失去了上帝的祝福。聖經是一本充滿上帝祝福的書，帶給人平安、

喜樂、應許、能力、目的。雅各書教導我們三個步驟使我們從聖經得到福氣。 

v:25「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

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1) 第一步驟  我必須接受神的話（I must receive God’s Word.）“領受所栽種的道”。 

“領受”（accept），希臘文原文有歡迎外人到家裡的意思，你必須歡迎神的話進入你的人生。 

 我們必須願意接受 神的話。 

雅各書用植物栽種做比喻，神的道好像種子栽種我們的心田，有些人的心田是好土，但有些人

的心是硬土，種子就不可能開花結果。 

神的話對不同的人，雖然是同樣的話，同樣聽講道，對不同的人卻產生不同的結果。 

路加第八章耶穌用四種心田比喻人領受神的道，有些人就像好土地有準備，可以栽種結果；有

些人心田沒準備，就沒有收成；這就是你看見教會中，同樣聚會聽道，卻有不同的反應；有些

人有收穫，有些人就覺得沒得著，有人心田有準備，所以收獲大。 

雅各書第一章教導要領受神的道，就要有正確的態度，要得到福氣要有四個態度： 

(A) 要用心（I must be careful.）謹慎聽神的話。 

v:19「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My 

beloved brethren, let every man be swift to hear, slow to speak, slow to wrath….” 快快的聽，要專注的

聽，慢慢的說，因為當我在說時我就沒有在聽，我有兩個耳朵一個嘴巴，也就是要我加倍的聽。小

心你的態度，要注意（Be careful）準備好領受。 

(B) 要用平靜的心（Be calm）；要花時間安靜等候在上帝面前。 

v:19「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

“慢慢的動怒”，平靜下來，放鬆心情的態度，增加你的接收能力，緊繃的情緒無法與人溝通，聽

不進去。苦毒是情緒上的一個阻礙，攔阻了聽見上帝的聲音。為甚麼上帝不對你說話，也許你生命

中仍然充滿了憎恨苦毒（resentment）。當你聽別人說話時你的血壓是會降低的，你慷慨激昂的講話

血壓會升高的。 

※ 請問當你聆聽上帝的話時你的情緒狀態如何？當你主日來聚會時你的情緒如何？你是帶著平靜的

心放鬆的（relax）態度，還是像作戰一樣的態度？很多人主日一早全家大小為了趕到教會，情緒是

有些緊繃的，是否可以早一些起床呢？有些人來教會前，家中仍有一些爭吵，影響到聚會的情緒，

是否也可以緩和一些，彼此原諒呢？如果來到神的教會情緒仍沒有靜下來，沒有期待上帝對你說話，

那就是一點準備都沒有。 

(C) 清潔的心（Be clean）。 

v:21「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

魂的道。」 

“脫去”；在領受神的道前，我們應先做除草的工作。“污穢”希臘文原文指的是耳屎；雅各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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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當你生命中仍有罪惡，那會阻礙你聽到神的話，神的話進不去。 

“邪惡”；你生命中你的罪是否也要清乾淨呢？把一些髒的放下，放下一切情緒上的包袱垃圾，不

好的習慣，讓神的話能進入你心。 

約翰壹書 1 John 1: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Get rid of all wrong in your life; from the inside out.） 

D) 有受教的心。（Be compliant）Be teachable.  

v:21「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

魂的道。」 

謙卑，順服的態度，願意改變的心，不要自以為甚麼都懂，禱告求主開啟心中的眼睛，看見主話語

的奧秘，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對主說我在此受教願主教導，我願遵行。 

(2) 第二步驟  我們必須要對照神的話檢視自己（We must reflect the Word of God.）。 

v:23「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神的話像一面鏡子，鏡子的功用是幫助調整儀容，每天早上每個人一定要做的事，看鏡子，看

昨晚所殘留下的儀容，修補損害，化化妝，看完鏡子一定有些動作，整理門面，才可以走的出

去。 

上帝的話告訴我們，鏡子反映了我們外面的樣子，但神的話卻能反映我們內在生命的樣子。你

從聖經中看到自己內在的形象嗎？你內心的狀況會呈現嗎？當你讀神的話，神的話如同鋒利的

劍能刺透你的心腸肺腑，真實地呈現你內在的生命，靈命，它光照出你心中的目的、想法、動

機、慾望，照亮你內心的世界。 

伊莉沙白女皇年輕時非常漂亮，年老時不能忍受自己衰老的面貌，下令白金漢宮中一律不許有

鏡子，它不願意看到自己蒼老的真面目。 

人為何不讀聖經？是否也是怕神的話反射出，照出我們心中的隱情，我們內心深處真實的世界？

黑暗怕見到光。 

→ 雅各書提出三個實際的方法幫助我們如何用神的話檢視自己（Three practical ways to reflect the 

Word of God.） 

(A) 讀（Read it.）。 

v:25「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

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詳細察看”（Look intently upon the perfect law）詳

細考察、研究。看鏡子可以仔細地看也可以大略一掃而過。讀聖經要仔細地看，反覆地讀，隨便

看一下走開就忘了，看了也沒有用，讀聖經不能草率；如果對上帝說我只有五分鐘靈修時間，速

讀一下，眼目掠過而已，上帝啊，趕快對我說話，那是不實際的。雅各書說要仔細專心的看（intently），

不只是略微看一下。 

當你讀聖經時有九面向思考。 

我是否有甚麼罪要認的？有甚麼應許是可以宣告的？我有那些態度應改變的？有甚麼吩

咐命令我得去做？有那些榜樣值得學習？有可以應用的禱告嗎？有那些錯誤我可以避免？

有那些真理要相信的？找出可以感謝上帝的地方。 

(B) 反覆溫習（Review it.） 

“時常如此”v:25；英文及希臘文的動詞時態有持續不斷地進行的意思，要不斷地去溫習神的話，

也就是聖經中說的要“meditate”默想思考神的話。 

思考、默想都是要重複不斷地，好像牛吃草反覆咀嚼，吃了，吐出來再吃進去反覆咀嚼，把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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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含意，用意，應用，反覆地去默想、思考，禱告。不能一面休息一面讀神的話；我在沉思默

想神的話結果是睡著了，那不是默想（meditate）；默想神的話（meditate）是很認真地去想要找出

一些收穫心得，不斷反覆地思考。 

你不斷想自己的問題那叫憂慮（worry），你不斷地思考神的話叫默想。 

耶穌說你們若常在（continue in）我的話裡，就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 John 15:7-8「你們若常在

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

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你想從神的話中得到祝福，享受福氣嗎（happy）？反覆

溫習（reviewing）、默想（meditate）神的話吧！不斷地 continually，忠心的 faithfully讀聖經吧！詩

篇 Psalms 119:97「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大衛終日整天不斷地思想神的話。 

約書亞記 Joshua 1:8「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

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上帝的應許，祝福給那些默想神話語的人。很多

人有不同的嗜好、喜歡打棒球的、凡報紙上、雜誌上有關新聞一定要看；有些人對明星版有興趣，

每天必看；但神的話卻不是他每天必讀的，真可惜！為何花那麼多時間看那些對你沒多大幫助的，

卻忽略了能賜福給你的那本書呢？ 

(C) 背誦它（Remember it.）。 

v:25「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

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 “聽了就忘”是不好的，要記住要背下神的話，聽了就忘對你一點幫助都沒。屬靈生命的成長成熟

靠一點一滴累積神的話在你腦海裡，要背誦聖經，背神的話。詩篇 Psalms 119:11「我將你的話藏

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你想要蒙福，就要背神的話，不要忘記，唱歌的人背歌詞，有人背明星

的名字，為何不花一些時間背神的話呢？不會那麼難背，要不斷地重複的溫習才不會忘記。通常一

般人在聽完道後 72小時只記得 5%的信息，所以要拿出講章反覆地溫習。 

(3) 第三步驟我必須要回應上帝的話（I must respond to the Words of God.）我得去做（Be a doer of the 

Words），採取行動，付諸實行。 

v:22「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要照著聖經所說的去實行（practice）。

聽“道”原文有旁聽的意思（auditor）我選修旁聽一些課，不用做筆記不必寫報告也不用考試，

也沒有學分，我可以無所謂，心不在焉，也不需要負責任。那些只會聽道的人也是一樣，從沒

有意願去遵照所聽的道去行，因此雅各書說你一定得回應（respond），如果你想蒙福，如果不

讓聽的道改變生命雅各書說你是自己欺騙自己。 

v:22b「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只拿了講義知道內容不會改變你的生命，要去做。成熟

的考驗之一不是知識有多少，而是生命有多深，屬靈的品格（character）有多少；很多人知識

豐富但靈命貧乏。 

我們每天要把神的話應用在我們生命中，在知識外要負責任些，要照著去做，知道的多愈要交

帳的也多，耶穌說，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雅各書說那些知道是好的，是對的卻不去做那就是罪。 

我們要起而行，照著神的話去做，只知道卻不去做產生不了什麼效果，那只是聽眾不是行道者。

雅各書 James 1:25「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

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馬太福音 Matthews 7:24-27「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

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

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

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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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行道你會成為蒙福的人，請問你知道要十分之一奉獻，你行了多少？知道要…但行了

多少…..？約翰福音 John 13:17「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雅各書指出那些行道的人有三種以下的表現： 

(A) v:26「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 

行道的人控制他的話語。 

(B) v:27「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行道的人幫助那些無助的人。 

(C) v:27b「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行道的人有清潔的心有屬靈的正直。 

→ 請問就在今天你就所知道的神的道，你要如何行呢？ 

約十五：7「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結論： 

在極端痛苦中，你能作的，你該作的是什麼呢？那就是要花長時間安靜在上帝面前，讀經、禱告、

敬拜、唱詩、等候主。主的供應總是及時，準時的。我的建議，如想養成讀聖經的習慣，你得改變

你的生活作息方式，不讀完聖經不作其它的事；不要先看報紙，先吃飯，先運動；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讀經。 

 

問題： 

1. 如何從聖經得到祝福？ 

2. 領受神的話應有什麼態度？ 

3. 我如何用神的話檢視自己？ 

4. 行道的人有那些現象？ 

5. 你最喜歡的經文？分享一下！ 

6. 默想神的話是什麼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