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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3_雅各书 - 为明天夸口（第一部分） 

2019年 6月 23日 

 

宣布事项： 

宣布“动起来夏令营”需求 

祷告和差派 Mattias！ 

宣布敬拜前祷告时间为 8:40am。 

宣布本区议员 Mark Warawa追思会在 7月 5 日。 

 

《雅各书》 – “大喜乐” 

雅各 – 耶稣的兄弟和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的带领牧师。 

我们的愿望就是活得像耶稣···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将经历喜乐。 

 

祷告 

 

读经 - 《雅各书》四章 13-17节 

13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14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甚麽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
时就不见了。 
15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16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今天：我们集中交通夸口、吹牛和傲慢的心。 

今天的优势 – 我们中间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会是个在镜子里几乎根本看不到的问题。 

那么久让我们对圣灵敞开心扉吧··· 

 

歌曲：Frank Sinatra 的“我的方式”（第一段） 

现在，结局近了 
所以我要面对最后的幕布 
我的朋友，我要清楚地说 
我要陈明我的情况，我对此很确定 
我过了一个完整的生活 
我经历过每一条高速公路 
但是远远比这更多的是 
我用我的方式（英文里“方式”与“公路”是同一个词）走过 
 

Adam Gopnik 在 2015年 11月 24日《纽约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描绘 Frank Sinatra

为 – 那个现实的家伙。 

听听 Sinatra的方式 – 这就是他如何选择按他的方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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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tra和暴徒以及真正的杀手一起出去玩儿。 

Sinatra打人，或让别人替他打人，经常是用羞辱性的欺凌行为 – 针对那些赌场雇员或

不那么成功的、需要依靠他人的演员。 

有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 Sinatra可能与实际的谋杀案有牵连。（一名与他发生争执的男

子在几周后的一次神秘交通事故中丧生。）Gopnik 写道： 

Sinatra每天都生活在羞辱的恐惧中，他的脾气瞬间爆发。给活生生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
伤害：一次他在贝弗利山酒店将一个电话砸向一个商人，导致他颅骨骨裂，甚至差点死
亡。Sinatra是个坏的、卑劣的酒鬼，而且因为他总是喝醉，所以坏和卑劣是他的常态。 
 

听听歌曲的最后一段： 

对于男人是什么，他拥有什么 
如果不是他自己，那么他就一无所有 
说出他的真实感受 
而不是那些下跪之人说的话 
记录显示我接受了打击 
而用我的方式来接受 
 

听听这个傲慢。 

 “我只有我自己，所以我要说出我的感受，而不是那些下跪之人的话。” 
听听这个傲慢。 

 

今天，雅各会将谦卑的生命指示我们。 

那种夸口、吹牛和傲慢的心···必须被耶稣来医治。 

耶稣的门徒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允许祂重塑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计划、他们的

未来和他们的梦想。 

 

《诗篇》九十篇 12节 

12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让我们深入查考经文： 

 

《雅各书》四章 13节 

13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注意对未来的的傲慢： 

“我们要去” 

“我们要在那里住一年” 

“我们要做买卖” 

“我们要得利” 

注意对于这些计划会顺利实施的傲慢。 

这种态度就是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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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不是在说：应该昏昏欲睡、不做任何计划、懒惰。没有！ 

箴言 – 缺少计划就是愚蠢。 

这永远是关乎内心的事情。第 16节是关乎一颗自夸的心。 

 

这是傲慢。 

但是你傲慢的认为你会成功地实施。 

再说一次：“我们要去”、“我们要住”、“我们要做生意”、“我们要盈利” 

 

《雅各书》四章 14节 

14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甚麽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
时就不见了。 
 

你是一片云雾！ 

好吧 – 这是健康的。 

在现在这个身体中，你不会永远活着。 

我没有被保证说有 100年的寿数。 

每一天我过的日子都是带着感恩的心所接受的一个新的恩赐。 

我就是一片云雾。 

我只是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少时···有一天，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云雾 – 就像兰里堡的云雾。 

早晨还在 – 中午的日头就把它烧没了。 

谦卑！每一天都是一个恩赐！ 

 

每天都是一个恩赐： 

今年是我们教会痛苦地学到这个功课的一年：Dora Pauls, Paul Fast, Jake Kliewer, 

Kyle Ferguson, Tim Schultz, Christine Tulloch 和 Mark Warawa。 

每一天都是一个恩赐。 

我们不曾被应许明天。 

 

《雅各书》四章 15节 

15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再说一次 – 我们不曾被应许明天。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如果主愿意 – 那么我明天就可以活着。 

我会为明天而感恩。 

 

《诗篇》九十篇 12节 

12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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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若愿意” – 这个词的律法主义用法（主愿意！） 
我们不能把这当做标语。空洞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字句。 

核心是：把我的计划交托给神。 

神也许愿意把我的生命带向另外一个方向。我有没有把这考虑在内？ 

 

David Nystrom 说： 

 “他们应该在祷告中制定他们的计划，并且预见到神实际上可能会改变这些计划。他们
应该对神可能做‘新事’有所警觉。” 
 

《雅各书》四章 16节 

16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这是核心问题··· 

再说一次：计划本身不邪恶 – 夸口才是那个邪恶的部分。 

 

《箴言》廿七章 1节 

1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在我们的傲慢中 – 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统帅 – 这就是骄傲。 

 

图片：成事诗 – “我命运的主宰 – 我魂的统帅” 

骄傲听起来就像这样： 

William Ernest Henley1875 年所著《成事》 

 
在笼罩我的黑夜里， 
黑色如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坑， 
我所能感谢诸神给我的 
就是我那不可战胜的魂。 
 
在堕落的情况下 
我没有畏缩，也没有大声哭泣。 
在有机会大肆宣传下 
我的头披满血腥，但没有折腰。 
 
重要的不是门如何正直， 
经文如何宣告惩罚， 
我就是我命运的主宰： 
我就是我魂的统帅。 

 

我们的后基督教世俗主义认为这种诗非常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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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有个不可战胜的魂，头披满血腥，但不折腰，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并且是他自

己魂的统帅。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灵。 

这灵如此骄傲···以至于瞎了眼。 

说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就是个谎言。 

有一定的自信是健康的···但是“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宗教。 

它就是后基督教世俗主义的核心。 

而它就是愚蠢。 

 

监狱牢房里满了相信自己的人。 

在《美国偶像》上不能唱歌的歌手相信他们自己。 

不会表演的演员、不会经营生意的商人、还有认为全世界都欠他们什么的 00后··· 

 

再说一次 – 在我们的傲慢中 – 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统帅 – 而这就是骄傲。 

 

奇怪的基督徒骄傲和夸口：禁食和高中 

当涉及夸口和吹牛这方面的时候，基督徒圈子可能有点奇怪。 

我们领略过它的微妙。 

你还是夸口和吹牛，但是你得做得对··· 

我很快就认识到禁食真的是人们认为特别属灵的一件事。所以我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 

我要禁食一周。 

我那时 17岁。我收获了大量的肯定。大量的尊重。一周的禁食··· 

 

星期一早晨开始···然后我想星期二午饭的时候就结束了。 

再说一次 – 当涉及夸口和吹牛这方面的时候，基督徒圈子可能有点奇怪。 

我们领略过它的微妙。 

 

《雅各书》四章 17节 

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很有趣：罪不仅仅是不顺服的行为。 

罪还是我虽然知道我应该行善，却没有去行。 

 
主动行恶的罪和遗漏行善的罪。 
这看起来像是遗漏行善的罪。 

你知道你应该行的善，但是你没有去行。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求问！ 

你没有交托！ 

 

还有 – 注意那些商家离开一个社区一年了！想象那意味着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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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跑到别的地方去一年了。 
把责任都丢下。 

对于早期教会，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一个人丢下他的家、他的责任、他的基督徒群体，

去赚钱。 

赚取财富成了他们的第一号野心。 

他们离开家庭和基督徒群体去赚取财富。 

那会是智慧的一步吗？ 

那会是神的旨意吗？ 

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如果你知道你需要留在家里··· 

如果你知道那个升职的机会会把你带得远离家庭··· 

如果你知道新的工作和新的加薪意味着你将有更少的时间和你的基督徒群体在一起··· 

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你知道神想要你和你的孩子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新的赚钱方式就是罪。 

你知道神想要你规划出一部分时间给基督徒群体···所以这个新的工作就是罪。 

你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做···所以它就是罪。 

 

你知道你所应该行的善（待在家里、给穷人食物、给你的邻舍一个工作、照顾群体），但

是你没有做。 

 

边注：NT Wright说： 

 “这句结束语有时候会在敏感的魂中产生一种持续不断的痛苦找寻：我是不是不忠诚或
不顺服？我怎么确定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我可以对此说的最好的话就是：如果你因为
这方面的成绩而担忧了 – 而且老实讲，我盼望更多基督徒以这种方式省察他们的内心 
– 那么很大的可能你做的是对的。痴迷地担心一件事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将自己置于画面
中央的方式，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我和我的心所处的状态’，而不是在神和你的邻
舍身上。” 
 

今天的重点： 

如 Robin Mark 所说： 

我所有的雄心、盼望和计划，我把这些全都交到你手中。 
 

好消息 – 你不是你自己生命故事的中心。 

好消息 – 你不是你自己命运的统帅。 

好消息 – 你不是你自己魂的主宰。 

好消息 – 你几乎无法控制你还能活几天。 

 

我们的祷告：我剩下的年日 – 我都交到你手里。 

而且耶稣的门徒为今天而感恩。 

一个耶稣的门徒知道今天有今天要学习顺服的功课。 

一个耶稣的门徒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被应许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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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一个恩赐。 

 

真正的自由是反直觉的！ 

图片：开车去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你是自由的！按照你自己的路线！没有规则，没

有限制！ 

 

实际上：自由来自于我们服从交通灯、限速、路上喷漆的交通线、停车标记、开车时候
不发短信、不醉驾。 
我们增加我们自己的自由，但是同时也要增加其他人的自由。 

交托给神和祂的自由之律 – 将给我们更多自由。 

也许神在那个决策上给了你一个红灯。 

也许神在那个决策上给了你一个黄灯：等候。 

也许神说：去做吧。绿灯。 

但是我们有没有求问？ 

或者我们傲慢地当做这些规则根本不适用。 

人们就是因此而受伤。 

我们的热情应该在于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祂那良善的手中。 

 

我们有没有足够慢，给倾听神的声音留出时间？ 

John Ortberg 问 Dallas Willard有哪一件事是 Willard 可以推荐能给 Ortberg 的属灵生

命带来新的活力的。Ortberg 说 Willard的回答是“令人震惊的简洁。” 

Dallas Willard 看着他的眼睛说： 

 “你必须将匆忙从你的生活中无情地除去，因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中，匆忙是属灵生命
最大的仇敌。” 

 

门徒小组：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你怎样把那些计划放在主面前？ 

你怎样对神圣的智慧打开心扉？ 

我们有没有时间倾听神的声音？ 

 

《诗篇》九十篇 12节 

12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Christine Tulloch 和 Mark Warawa。 

上周我们不得不和两位朋友说再见。 

他们的生命写满了顺服。 

顺服那位爱他们的神，那位为他们而死的神···他们因为能有机会以他们君王的生命来

过生活而满了喜乐。 

Christine和 Mark不想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他们想要跟随那个道路、真理和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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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耶稣。 

Christine和 Mark数算了他们的年日。 

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云雾···所以他们数算他们的年日，并且想要过一种耶稣呼召他们

过的生活。 

Christine用她的癌症诊断去爱那些癌症患者。那就是她的救主让她走过的道路，并且她

忠诚地走完了她当走的路。 

Mark用他住院的时间与医生和护士分享他的信仰。这就是他的救主让他走过的道路，而

他忠诚地走完了他当走的路。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路加福音》廿二章 39-44节 

39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 

40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41於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麽远，跪下祷告， 

42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

思。 

43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44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我们的祷告： 

 “主，我要想你所想” 

 “如果在我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讨你喜悦···显露它！把它带到光中来！” 
 “愿你的国度降临 – 愿你的旨意通行”。（主祷文） 

 
《诗篇》九十篇 12节 

12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