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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与我-5 

 

神所爱的，原是那些“卑微条件里得富足信心”的人！ 

经文：《雅 2:1-13；1:2-4,9,12,25-27》 

 

 

雅各书与我-5 《2:1-13》  神所爱的，原是那些“卑微条件里得富足信心”的人！在我卑微条

件中，我如何能得富足的信心、安慰和赏赐，如何能安慰遇“卑微条件”的人？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祂所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国么” 

 

主题经文：《雅 2:1-13》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

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

服也进去；你们就着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

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

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

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注：“所敬奉”或作“被称”）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

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

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

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

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

原是向审判夸胜。 

 

序言： 

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不是别的，乃是凡事上看见主的同在、主的声音、主的教导。我们

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上，都有主的教导。能听见来顺从的人是能会走平安的道路。今天晚上



我们再次的在主的面前期待，我们一起蒙受主给我们的祝福。 

各位，我们今天活着是主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今天也是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这就是主的

带领，在这里有主给我们的功课，在这里有主给我们的使命，在这里有主给我们的赏赐。这

是天天我们不能失去这样的眼光，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们一天一天都是要这样过的。 

 

我们看：第 2章 1-13 节： 

 

1、不可偏心待人； 

《雅 2:1》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各位，《雅各书》2 章 1-13 节很重要的主题是不可偏心待人，也是最多出现的话语。这

里面真正的意思今天必定要蒙恩。在今天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人际关系再次得到一个

百倍的医治。因全都是材料，全都是工具。 

 

（1）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这里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凡事上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

稣基督的。特别在前面有一个“荣耀”的形容词，必定要记得这个荣耀——跟祂完全卑微的

样子来，得着最大的荣耀，最重要的是祂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现在说，你们不可以按人的

外貌待人，不可以偏心待人的时候，雅各写的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信奉我们耶稣基督是荣

耀的主！ 

我们信奉的这位荣耀的主，祂在地上显明的是在马槽里出生，有木工的身份，一辈子是

卑微的人的朋友，有点像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生命中所遇到卑微的条件当中，遇到的

哀恸的问题当中，我们所遇到的贫穷当中，贫穷有很多种，不仅是钱财的贫穷，乃是心灵里

面知识和智慧的一个贫穷，各方面的自卑感，各方面的一个贫穷都是不对的。我们真的要信

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比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带着的，所面对的、所遇

到的在一起的人更卑微。而我们起码来美国是读博士硕士，条件太好了，我们活在太好的条

件中，但是我们常常一起相聚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就会有一点比较、有点妒嫉、有点论断、

有点判断，特别是按着外貌来判断人，用偏心来对待人，我们必定要以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

眼光来判断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我们必定领受主为我们安排的很重要的祝福。 

 

（2）用荣耀的耶稣基督的眼光判断人； 

2:2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

脏衣服也进去； 2:3 你们就着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

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2:4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们天天会遇到这两种人，我们要明白这句话，要懂得应用这句话在今天的各种事情上。

今天这样的眼光，会堂是哪里？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卧房里面，也可以是教会发生的事，



我们公司里发生的事，就是有两种人，一个是看起来穿着华美衣服，戴着金戒指，就是看起

来很得意的样子、很成功的样子。另外一种是穷人、很肮脏的衣服、有哀恸的事情生活的人，

我们绝对不可以按外貌判断人，乃是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判断。 

 

1）像耶稣基督一样遮盖； 

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就比较以外貌来判断人了，哪个人看起来更温柔，哪一个人看起

来更美丽，姐妹们口里不讲，内心里也是都有。有人是到了七十岁继续修改脸的还有，可怜

的不得了，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天天发生什么事？天天得到什

么样的赏赐？完全是混日子了，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混沌的！他们的目光是混沌的，他们

就是偏心，按着自己的私欲得着的来判断人。自己得着的，有人得了外貌漂亮，她心灵里就

已经妒嫉她了。 

当人好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人会很尊重他，真正地喜爱他。心灵里面羡慕是有，但很

多的是一种嫉妒，有一种比较所带来的判断在这个里面。今天的功课是我们天天所面对的事！ 

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厨房里，丈夫做的更好吃还是太太做的更好吃的菜，两个孩子

的好与坏，我们常常的偏待人。不以耶稣基督的眼光看人，乃是依人的条件，就是自己的私

欲里面要得着的来对待人。这是我们天天遇到的事情。要正确地了解。 

有的人是学问多，有的人是那一间的屋子会更大、更美、更成功。哪一个人的文化水准

更好？哪个人更有钱财？哪一家的儿女更成功？哪一个人的父母更有水准？哪一个人今天穿

的衣服更美丽？我常常和大家说的话是——你觉的你的条件太好的话，要尽量遮盖！像耶稣

基督一样的遮盖，像保罗一样的要遮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说，他要夸耀的是他自

己的软弱！为的是什么？因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是软弱的，都是哀恸里面的，都是卑微里面的

人，圣徒的一个共同点要是这样的。 

从主耶稣基督开始，祂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从上头到阴间，祂是最荣耀的创造主本身，

祂来我们当中的时候，是最卑贱的样子来。所以，我们真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如我们真

的信奉的话，我们要改过来。 其实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早就撇弃的，但奇妙的来教会还是

用来判断人，哪个更有学问？哪个更有钱财？哪个行为上更完全？就这样常常的比较。其实

一个人一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的主常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重要！这是一个事

实！那个人都是按照神荣耀的形像被造的，是永远活的、永远不死的。就是天国和地狱的差

异而已！因为按照上帝荣美形像被造的，上帝给了我们灵，给我们志向，给我们很多的创造

的能力。人的过去的历史，真的是人发明了那么伟大的世界，人真的是有能力的。一个人一

个人带有上帝的生命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上帝用祂全能的巧手造他，并且把永远荣耀的灵魂

赐给他，尤其属于祂的圣徒。这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不可用世界的条

件来判断——这个叫偏心。就是按人的外貌、或者说是按世界的条件来判断的。 

 

2）“信奉”就是得着——耶稣基督的眼光； 

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先要把这个彻底的改过来，要得到主的眼睛——就是信奉的意思。



信奉的人是得到耶稣基督的眼光来判断的。跟耶稣基督在水里——在灵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是初熟的果子，借着这个果子、藉着这个种子无穷的上帝的作为会出来，我们也会生养

众多、有无穷生命的肢体。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在是我，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这个就是我们“信奉”主要的核心内容。与主一同从死里复活了，脱离黑暗进入光

明了，完全永远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现在初熟的果子的生命所得着的是永远赐生命的律了。 

这么尊贵的生命，来了教会，虽然他们是很可爱的，也是蒙恩的，但这眼睛他们还没有

得到基督的眼光。所以还有比较。哪个带来的包是最昂贵的？为了要得着，两三个月的薪水

攒着买来，甚至有的是借钱来买。带着你漂亮的衣服，我在韩国看到，中国看到，美国看到，

东南亚看到的真正有生命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很贫穷的人；大部分有哀恸而来的人。大家都

是很贫穷，大家都是没有钱能买很华丽的衣服，我偶尔看到他们时，心灵里面真的是很怜悯。

而有的人是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带着几个戒指，手表也是很昂贵的，几万块美金。我连手

表也拿下去了，真的要轻松单纯，时时刻刻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得取看哪一个是与我最重

要的，那一个是对我的肢体最好的？他们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每个人都很贫穷的，都是在

哀恸里面了，孩子有问题、丈夫有问题、妻子有问题，家里也很贫穷、工作也没有。 

但有的人是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很得意的样子过来，一开口讲的就是我的家是何等的大，

我的儿女是何等的聪明，现在是在哈佛大学读博士，还有怎样的时候……在哀恸里面的信徒，

听了他分享的心灵里面很冷。这样教会里自动的会出来很多的比较，争竞，谁更属灵？谁更

聪明？谁更有信心？谁做的更完全？ 

教会是不可以这样，耶稣基督团契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找来的没有一个是

富有的，主耶稣十二个使徒哪一个是有钱的？也许比较最有头脑最有钱的就是犹大了，但他

卖了耶稣基督，他是偷钱的，最后还偷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三十块银子卖了耶稣基督，自己

也得不着那个的享受，最后自杀！这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 

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必定要得着主的心！荣耀的主耶稣，对世界来说是最卑贱的，

最没有学问的。 

我们要来到教会看有些弟兄姐妹是怎样的情况？怎样的痛苦？面对孩子的问题，各样的

问题当中是怎样的痛苦啊？而他们来教会是一直的夸耀，我甚至觉得他们有没有头脑啊？有

的人相反的，在教会中是一个极大的自卑，不能从自卑里跑出来，哪一个重要也不知道，总

是在教会里，每个家庭都好像是很平安的样子，都很好，他们的孩子也是很好，夫妻生活也

好的样子，为什么只有我是这样？！听这个信息的人必定要得到医治，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

开始，就是起点就在这里。这个没有通过的人，没有得到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

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人了。 

 

2、贫穷变富足； 

2:5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贫穷的人比如，没有学问的，不是亨通的，是满有哀恸的贫穷人，有很多问题的人，万

事不亨通，用世界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这里说：上帝最爱的人是谁？上帝原来要赐给最富有的人是谁？就是世上的贫穷人、世

上哀恸的人、世上很多问题的人，拣选了很多世上很多贫穷的人，叫他们哀痛里面在信心上

得到富足。 

 

（1）哀恸时思想真理； 

各位，今天蒙恩坐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因为经历了世界上人没有经历过的很多哀恸的事，

很多不如意的事。我的日子也是这样，我的妈妈 53岁得病，可以说我一生最爱的、也最要孝

敬，最想服侍的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是那么的爱我。很多时候，我和师母也分享过好几次，

就是有一根视线在我旁边的样子，我一看就是妈妈，满面笑容看自己的儿子是这么宝贵的样

子，在她的心灵里面，我甚至是她的偶像。有这样的妈妈离开世界，其实那时是我人生最好

的时候。刚刚结婚，我很快硕士毕业进入博士，这么重要的时间，这么喜乐的时候，心灵里

也是满满的喜乐，必定要孝敬父母，突然这个事情发生。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妈妈去世三

年，我梦中几乎是天天出现，心灵里面有一个洞。我不将这个情绪感染给师母，我就不讲，

偶尔讲一点，但还是流泪。我心灵里面是一个极大的痛苦，三年后蒙召成为传道人，宣教士

了。 

在哀恸的时候，贫穷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地上没

有办法靠人，这个地上是太痛苦了，那时我的妈妈在医院里好几个月，每次去医院看她，回

来的时候，我在车子上感觉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是我。那个医院叫耶稣医院，是一个综合医院。

有一个人车祸发生，一条腿断了，这样的人我也是羡慕啊，因我的妈妈已经被宣告了是要死

的，是绝症不能医治了。她的脑袋里面长了很大的瘤，慢慢人失去了精神，医生也暗示了几

次，把妈妈带回家。那时我在医院最羡慕的是产妇生了儿子，所有的家人都是庆祝她，朋友

们也是庆祝她。来到医院他们是最喜乐的、我是最痛苦的。 

那时我思考，我在地上在世界，我慢慢明白，为了什么？追求是什么？为什么要读书？

我读书一半是为了妈妈而读的。很多的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虚空、虚假，在哪里能得着答案？

——在真理上要得着答案！那时信心我知道不是那么强，但知道圣经是真理。妈妈现在要去

哪里？我开始思想真理，哀恸的时候，来到真理的面前，在真理里面得了安慰，就是信上得

了富足。 

主啊，主啊，我真的是悔改！我年轻人一直追求世界的东西，原来妈妈要去的地方我也

要去。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我的一生剩下来几十年的日子，我应该要投资在什么地方？

就一个一个事实真理实况向我显明的时候，我是聪明人，因圣灵光照我。不在这个世界拿走

什么的，这样的日子大概一年半后，我也蒙召做传道人了。 

现在回头看，是何等要感恩的事，当然传道也是其实有很多挑战的一个日子，很多辛苦

的事情，每次遇到哀恸的事，每次遇到逼迫、人的讥笑和侮辱的时候，我感谢主，我进入信

靠主那里去。这就是信上富足！我知道这是永恒国度里的主给我们的奖赏！ 

 



（2）得到奖赏祝福人； 

这个奖赏是天天看得到的，今天也是从早上到现在，我总是遇到两种人，一种是穿上华

美的衣服，戴上金戒指的一样的，很亨通而喜乐的人。另一种是非常哀恸的人，今天大概有

五个人，在听到也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有的是家庭的问题，有的人是需要开刀……很多的事

情我也跟他们思想。然后长久的我会怜悯他们没有信主的，也有家庭当中没有蒙恩的。很多

肢体有的人在心里是三十年四十年了，在心里一直有一个痛，是因为他们贫穷，因为他们哀

恸，因为他们遇到问题……这就是信奉荣耀耶稣基督的人的心灵。有一天开始眼睛改变了，

就是用这个来判断一切的人。 

各位，认识我到现在，我的追求在哪里，各位知道吗？我判断从绝对不是用外貌来判断

人，那个人遇到的哀恸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当中，得到的安慰，因他遇到的问题，我也心上

富足多得了很多的答案。有很多叫人得平安答案的意思。一起分享的时候，他得了安慰，甚

至有的人是借着我的一句话，他终生的方向改过来的也有。一起的哀恸里在，在一起的祷告

当中，一起得到信上富足，得取永远国度的荣耀。 

你们不但要听得懂，在今天的崇拜里面我们眼睛要改过来，追求的要不一样。不可以在

地上一直这样的转啊转，像井底之蛙一样的，一直在小小的问题里面、小小的比较里面、小

小的争竞里面一直的滚，你那么一天辛苦的生活，那么辛苦的吃饭、喝水一点功效都没有，

跟你永远的冠冕是无关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信心很好的人就能得着的，这只是基督徒

信心的开头。我早就已经丢弃了！但一来教会看到穿着华美衣服的人进来，世界上也比较有

地位，比较成功，比较多奉献的这些人，有的人是很贫穷的，反而教会是要帮忙的。这样的

人都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里有按人的外貌、按人的眼光、按人的私欲来判断。 

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也是、在你的家庭里面也是，你要知道你旁边的人是要

得你安慰的人，要得你服侍的人，要得你帮助的人。并不是你在那一方面好像某某方面比他

聪明的样子，有些做法上比他更厉害能干的样子，一直看轻他，这样的话，那么你天天得来

的是罪！ 

下面讲的就是这个，你犯罪了。 

有一句很出名的故事，以前美国黑人快要得自由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很想去自己住的地

方的教会。因没有其它教会，大家都知道美国中部的农村、有很多牧场的地方黑人很少。黑

人大部分是在城市里面。他有一天悔改之后，在有一个人家里是做工的，好像是奴仆一样做

工的，他很想去教会。他去教会的时候，教会说：你不能进来，这个教会黑人不能进来。他

得不着进去敬拜上帝的福气，他很难过，整个人也被藐视，人只有皮肤的颜色怎么差这么多

啊？他只能在礼拜堂的旁边不能进去。在那里坐下来，主啊，就一声，主就显现了，跟他说：

孩子，不要难过，这个教会我也不能进去，他们不能接纳我。你抽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是马槽里出生的，木工，麻疯病人，孤儿，穷人，寡妇的一个朋友，他们不欢迎我，我的

信息要是在那里传扬的话，人都会离开教会的。 

各位了解我说的意思吗？好像是上个礼拜，听到华人教会帮忙卖签证为了得取 5000块，

这个事情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是痛苦的不得了。这个时代的教会啊，看人都是钱，不可以这



样的。在中国政治逃避的，来这里教会帮忙，我听很多大城市，很多的华人教会，甚至是一

半以上有这样的人。曾经有个人也来过我们教会，我怜悯他，一起去法庭了，我们见不到法

官，后来见了说：牧师不需要。他不得已再回去纽约去办了。后来他得到了，感谢牧师啊等

等。 

但教会不可以这样啊，教会是讲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是信奉主耶稣基督的，跟祂同

死同复活，现在活着的不在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人，相聚的地方就是教会了。我

也真的是为这个时代的美国教会、华人教会，、韩国教会……都需要祷告的。 

教会里面有一点位置上的竞争。要求做教会的执事啊、长老啊，也是不知是谦卑还是压

力，总之是不要。但是韩国有 10 万 20 万会友的教会的长老是霸权的，他的预算很大，他们

长老有派各种用的毛巾啊，肥皂啊……真的教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了。 

这些主早就预言了，因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找信息，寻找牧师，寻找领导者。他们祷

告的时候，也是满满的要，如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基督徒，在同死的时候早就丢弃的东

西。他们就是还是找那个来到教会，这个主日也是这样的祷告，下个主日也是这样祷告，真

的是可怜的不得了！ 

所以，雅各——耶稣基督的弟弟，他真的是伟大的人，在 1－5章这么短的信息里面，快

的话 15分钟能够读完的，他把最主要的“主”的心能够显明出来。每一句都是重要的： 

2:5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

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各位，现在天天也是遇见两种人，正确的对待他们的时候，不是以你的私欲来对待他们，

乃是正确的主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今天就是加增的是国度的产业了！这是今天的事！ 

 

3、至尊的律法； 

2:6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哀恸当中痛苦的人，常常因自己的罪而内疚的人。 

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这个世界的原理都是这样的。 

2:7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 

这个尊名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神，也是为尊为贵的圣徒。圣徒最荣耀的名字就是基

督徒，就是圣徒，圣徒所带的书叫圣书，圣徒所唱的歌叫圣歌，圣徒的身体是圣殿……我们

有了这个尊名，但这世界的人，暂时穿上华美衣服的人是有很多的压迫。 

 

（1）爱神爱人，且爱人如己； 

2:8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 

这是整本圣经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旧约圣经里也有爱人如已，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律法中的律法，最上好的律法是什么？当然是十诫，十诫的总纲是什么？爱神爱人，且



爱人如己！ 

有个律法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问：主啊，我怎么能够得到永生呢？《路加福音》十章，

主就回答，主的话语是怎么写的呢？——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们的神，就是

创造主拯救你们的那位耶稣基督，时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主你们的神，主说，太好了，对了！你们也一样的要尽心尽意的爱你们的邻舍。你回答的

非常的好。 

律法师又问：谁是你的邻舍呢？主说：那你应该爱谁？他心里说是爱善人，厌恶恶人，

他有很多的答案。如果主耶稣继续问的话，他必下也能答出来。但耶稣基督说：因他们听不

懂，主就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说明了。一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被强盗抢劫后倒在路

上，有一个祭司长、有一个利未人经过，各都因忙着事工，他们没有办法照顾。但一个撒玛

利亚人，他帮助了他……大家这个故事都知道了。 

主问：谁是那被抢劫人的邻舍呢？律法师也回答的很好：就是帮忙他的人了，原文是怜

恤他的人。主说：我去也一样的做！ 

我想多一点的解释，这是天天在你的夫妻房间发生的事、天天你跟孩子发生的事、你在

教会里发生的事、你在公司里面发生的事。如果你得了真信奉荣耀耶稣基督的心肠，祂的眼

睛来看的话，你的眼光也是多放在哀恸的人，一同安慰他们、一同帮助他们。有喜乐的人是

更祝福他们，跟他们一起喜乐。如果带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这样生活的话，我们的日

子是多么的美好，实在我们是要得着这样的心。 

 

（2）得着主的心肠而行； 

所以，信耶稣基督，真的不是因行称义了，因信称义。因你心灵改变，耶稣基督的心灵，

耶稣基督的圣灵，耶稣基督的灵魂就是圣灵，耶稣基督的眼光能够得着的耶稣基督的心肠，

耶稣基督的怜悯，你真的是会得着的。好的人耶稣基督也是一同跟他喜乐，我们不嫉妒的他、

不比较他，自己也绝对不在自卑里面，是何等大的信奉的事临到了自己身上。过去经历过那

么多的哀恸，今天我信上得了富足，今天有我站在这里。这是我们每一个圣徒，必定在价值

观里看到，哪一个是重的？哪一个是轻的？哪一个是天天毁坏的？哪一个是极重无比永远荣

耀的？哪一个是粪土、哪一个是至宝？这个要分辨出来。 

保罗说：以前对自己有益的——他读书好，成为年轻人当中的拉比，是便雅悯支派当中

的一个，他是真以色列人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一直夸耀这个东西。后来发现自己夸耀的、自

己追求的，对自己有益处的，对永生的眼光来看的是天天坏掉他的。他也是带着这个眼光来

判断人，他的追求是地位、或是得人的称赞，当然保罗这样的人，不是人的称赞，或他心灵

里面的祷告是以色列复兴。他感觉也得上帝的喜爱，但是误解了。他对律法当中——至高的

律法不明白，使人自由的律法——他不明白。那样的光景里面，他这样的生活。后来他发现

后——全部都当作粪土。 

但是，他得取上帝耶稣基督的至宝，他是怎么得的？不是用自己的力量，自己虔诚的心

来得，是经过祷告得到的！——他天天要死，为的是活着得着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他天



天的生活就是，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个时刻，在这个事情里面，所以着我的理由，所以得着我

的目的，这个要得着，这个就是他的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因着天国

的公民，他讲的是那么的清楚。我们真的是要思念天上的事，不可以用地上人人追求的外貌，

人人追求的条件来追求。那你天天祷告里面是祷告这个的，这样的人根本是想也不能想得着

什么的？——他们是妄求的！《雅各书》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我们真的要明白。 

 

（3）守至尊的律法：怜悯人； 

2:8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至尊的律法

可以说是宪法，你无论做什么--那个律法很多 613 条，再加上很多的法度，典章，很多的以

色列人都加上了，几千个。 

 

1）不守一条就是犯罪； 

但你全部都做到了，这个至尊的律法——是怜悯人的、怜恤人的，你没有做到，就是没

有做到的，就是犯罪了。 

2:9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2:10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所以，安息日等都遵守了，十分之一啊，连救济人啊，都做了。但你没有带着耶稣基督

的眼光，没有带着耶稣基督的心肠来做的话，不但不算为奖赏，也不算为他做的好，反而还

是犯罪了。 

2:11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犯奸淫，就是不偷窃了， 

不甚至说谎了，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2）蒙主的怜悯而怜悯人； 

2:12 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就是照这至尊的律法，也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来祷告，在祷告里发现上帝的旨意来说话、

行事。 

2:13 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请问：各位今天蒙受了主的怜悯了吗？ 

有！阿们！你蒙怜悯的时候，有没有审判？你的心灵里面有没有控告？所以，你软弱的

时候，阿爸父啊，我又错了！主啊，再洁净我！主啊，下在我做的更好！马上主的怜悯就来，

甚至你刚刚做的那软弱的事不受审判，反而得了主的安慰和劝勉了。 

所以常常蒙怜悯的人对别人也是怜悯。你看到丈夫的软弱、你看到太太的软弱、看到孩

子的软弱，人怜悯的心就来。因我也常常犯那个错，我也是常常那样的软弱。今天的崇拜必

定要成功。从今以后直到见主的面要怜悯人，主很快来。 

我一直调查这个、研究这个，主很快来，为了 9 月 2 号主日我宣教的信息，我研究这个

信息——真的是靠近了。 



所以，在地上的日子，从今以后，我们关注关系——是主安排的关系。然后，带着主的

眼光，主的心肠，蒙受了无穷无限的怜悯的人，来怜悯人。你今天遇到的功课，我有遇到有

时有血气的东西，有时有不满意的东西，各样的东西当中，当作学习的功课，来怜悯人。 

今天聚会前，主也是也是叫我再学习一个，这是人并不是故意这个做的，人总是尽心尽

力，但总是有一点差错和破洞的时候，我也会做这样无数次这样的软弱，就是要怜悯人。在

今天我免了一个审判，心里很平安、心里很喜乐。然后还能祝福我周围很多软弱的人、哀痛

的人、贫穷的人，问题当中痛苦的人。 

 

4、蒙怜悯中得大喜乐； 

各位带着这样的眼光，再看第一章，我第一次跟各位说《雅各书》有五个很重要的重点。

依这个重点来地，其实整个《雅各书》就是讲怜悯与祝福的。 

 

（1）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喜乐； 

《雅 1:4》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贫穷人，哀恸的人，已

经遇到了，所以，都要以为大喜乐；因我们不是追求世界人追求的外貌，世界人追求的那个

条件的，反而很多的问题当中，是更大的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今天要经历的事。 

然后，雅各突然讲到 1: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这个重点——自己遇到了各样的问题，哀恸的事，这是主的爱来的，因主给他的是永生

里面的那个荣耀的冠冕，并不是地上凡事都亨通，所以，是卑微的，贫穷的，哀恸的人，在

地上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你们原来是要被升高的，就该喜乐。 

1:10 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我们一切的条件，卑微的条件和富足的条件都是工具，都是资料罢了，为了得永生生命

和永远的冠冕的。 

1: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

些爱他之人的。 

 

（2）在你的人际关系里行出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遇到试探之后，必定从众光之父来的，各样的智慧恩赐、不斥责我们、厚待

我们，并且给我们平安的答案，安慰我们、劝勉我们，叫我们的流泪谷都变成喜乐谷。 

1: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他遇到所有的功课，所有的遇见都变成永远的福， 

1:26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以人的眼光来责骂人，判断人的，定人的罪，比较有争竞的话语， 

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1:27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各位，你看全部都是一脉贯《雅各书》讲的主题，就是在今天你的人际关系中间了，今

天你的夫妻生活，今天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你的孩子，看你孩子很多的朋友，你公司里面很

多的同事，你带着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谁是尊贵的？——哀恸的人！贫穷的人！都是八福人！ 

 

（3）万人（每人）都是极其尊贵的； 

万人都是极其尊贵的，因为是独特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宝石，也有无穷的能力

和潜力。因为人都是永生的。一辈子认识的也就是几百个人，如在飞机上、路上……也是会

遇到人的，我们都要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的。 

 

1）信上富足，得生命冠冕的人； 

其中真的尊贵的人是——哀恸的人！他们为什么遇到哀恸？公司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像

雅各，以扫在家里，以扫是天天亨通的样子，雅各是天天哭泣，心灵里面哀恸。哀恸的人他

们真的是有福的人。这些哀恸的人，他们会得到信上富足和永远国度的奖赏——生命的冠冕！ 

各位一定要记得，不要偏心待人，我们崇拜时都是这样想的，但一离开崇拜现场——就

是像一离开镜子就忘了长的是什么模样一样。我们很容易的会论断人，一回家就会判断孩子，

这是绝对不对的。所以要定一些原理，需要刻在我们心版上。保罗的伟大、大卫有大卫的伟

大，他们都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建殿，他们有一个帐篷——人真的需要这个。必定在信上

富足。 

 

2）我的哀痛：得主的安慰，智慧； 

我要发现这些哀恸的人，有的是心灵上，有的是家族福音化上，有的人是在事工上，有

的是在身体的健康上，有的是人际关系很多的挑战上——有我的哀痛，这样的哀痛里面必要

先要得信上富足的事，得主给我们的安慰，得那不斥责我们、厚赐于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智

慧，这个智慧我们通常说是平安的道路、义人的道路——智慧和道理。在第 1章，这个“道”

出来很多次，听道、信道……道。 

不但得着智慧，而且我们真的要遵行，所以就是听道后必行道，快快的听、慢慢的察验

到主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确据的指引、有确据的祷告，每字的祷告也是蒙应允的。我

们的日子都证明了这个事情，整本圣经蒙恩的人也是证明这个事情。《雅各书》在第 5章也说：

义人祷告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你讲出来的话，你千万不讲有些无聊的话、不造就人的

话、负面的话、埋怨的话。因是快快的听，从众光之父，少斥责、厚待我的主的怜悯，带来

了的他的安慰的话、劝勉我的话，给我看了后面的蓝图，甚至我的流泪谷都变成了喜乐的盼

望，我死荫的幽谷也变成了摆设宴席的地方，用七倍用他的油膏抹了我的头，先是要这样，

后面才能帮助。 

 



3）怜恤、怜悯、安慰、帮助哀恸的人； 

我们的一生真的要安慰人，安慰你的配偶，安慰你的孩子，安慰你的同事，安慰你的肢

体。怜恤他们，给他们很多从上帝来的答案、帮助他们。换句话说：就是服侍他们！以这个

为中心生活。 

此时必定面对两种人：一个是真贫穷的人，贫穷，哀恸，没有学问的人，很多不如意的

人，他们信上跟我们一样，必定会得了富足的事，你就安慰他。自己在这个经历过的人是看

人的哀恸里面会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来触摸他，叫他扎心、叫他痛苦，我怎么办……一直

是哭，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看到，我愿意给他一个答案，叫他得安慰，我所得到的，给他安慰，真的是愿意离开

这个黑暗，跟我一起面对永远的光，跟我一起出黑暗入光明，圣灵很多的工作，神的话，为

他祷告的时候，我想起的神的话，都是圣灵要给他的。这个过程能够要懂的说明。这个就是

真正传福音的人，能辅导的人，能医治人的人，能真的恩膏人的人。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

得着来安慰、怜恤真的贫穷的人，因也我曾经都经历过。叫他们发现主的怜恤，主的怜悯，

给他们答案。 

另外一种人是富足的人，就是很得意。如果他是富足但是知道这是很快凋谢掉的一个条

件而已，功课资料而已，有这样谦卑的人，你跟他一起喜乐，这样的人是要侍奉主的，教会

有很多这样的人，长老们家庭也好，夫妻生活也好，孩子也好，家道也比较丰富一点，各方

面都可以，这样的人是有使命的，你遇见这样的人一定要跟他配搭。 

还有就是在世上富足的条件，心是轻视贫穷的人，我们还是要怜悯他们。为他们代祷，

可能你跟他说，他也是不听，你就为他们代祷。他是听的话，你要跟他说：你要发现你是何

等哀恸的人。你其实不认识天国，没有办法听到现在跟你说的神的话。明天是怎样？你也不

能保障，你今天这样的状态，死的话，明天必定是地狱了。  

为他继续祷告当中，圣灵继续给你光照的话，找好机会跟他讲。叫他能够醒过来，叫他

能够悔改！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从主那里学的很好，也不会以世上的什么东西来夸耀

的，心灵里面比较嫉妒竞争都没有吧！反而像保罗一样夸耀自己的软弱、遮盖自己比较好的。

这是真正的圣徒，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的，荣耀的使徒们怎么做，我们

也要怎么做的！ 

 

4）终生目标； 

各位和我的终生目标要定好，是什么呢？我的一生是要服侍人、安慰人、劝勉人。 

真的定了这个目标后，这样的人——就在我的七个禾场里面了，我的关系里面、我的联

络网里面了。也就是天天所遇到的人。然后，一天一天地过，也就是一天的服侍一天当就够

了。 

今天也是从早上到现在，早上起来之前是没有知道的，所以，主为我今天造成了很多的

事情，让我在微信看到有人要我为他人祷告。刚才坐在这里的姐妹说：就是牧师师母天天为



我祷告，我就又来了。有的人是这样要求，因他需要。有位是去医院，有位是因失去妈妈的

事情，还有弟兄姐妹的事情……有时师母也需要我的安慰和帮助，我的孩子也需要我的安慰

和帮助，这些就是一天一天，主为我们安排的服侍了，这个服侍本身就是蒙怜悯了。 

所以，我们也怜悯人，胜过一天里面的审判、一天里面的控告。我的心灵绝对是平安的！

对明天又是一个新的盼望，明天的难处明天再说。 

 

盼望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雅 2:1-13》里上帝的精意多揣摩。今天我们确认一下，今

天的你人际关系怎么样？甚至有些人是给你很大的痛苦的，伤害的也有，但这是功课、是材

料，他需要的是永生，他需要我们所得着的。 

真的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任何人都可以包容，因我们蒙受的怜悯是比他们更

多。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样的饥渴地寻找主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献祭、

祷告，本身就是证明我们是蒙受了最大怜悯的人。所以，我的一生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可以怜悯他们没有得到我所得到的恩典！今天我祷告主都垂听——这是《雅各书》的结

论——义人的祷告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所有的先知使徒们同样的性情、同样的软弱，

同样有限的人。他们祷告主全部都给他们成就。这是我们今天要得着的是——各位今天的人

际关系怎么样？主是会这样的问的。你今天的眼光、祷告、口里所出来的话安慰了多少人？

各位一天一天不要白过，真的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代祷，安慰，服侍他们！ 

 

牧师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祢，祢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指教我们，藉着圣灵叫我

们想起有一些很重要的事，也天天为我们造成很多的遇见，为我们造成事情来叫我们学习，

叫我们服侍神、服侍人。 

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祷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几十万次的祷告

了， 主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所信奉的主耶稣基督的道，透过正常、日常、时常的圣灵，叫

我们凡事上能够看到以马内利主，给我们的功课、给我们的服侍、给我们的使命，一天一天

多蒙怜悯，一天一天加增永远生命的冠冕。 

主啊，我们真的想多清楚的掌握一切的奥秘，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白占土地，乃

是学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也多恢复祂、多活出祂、多服侍祂所爱的人。 

主啊，2019年 8月 28日今天晚上的献祭求主悦纳。主，我们人际关系里面还没有恢复的，

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想起自己那么软弱的人蒙主怜悯的事来怜悯他人，为他

们祷告到底，服侍到底，忍耐到底。求主把这样的祝福、最大的祝福、至尊的祝福，今天晚

上赐给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