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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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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Spencer上周为我们讲道。 

 

祷告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7-12 节 

 

7弟兄们哪，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

了秋雨春雨。 

8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9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10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11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

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

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雅各书》五章 12 节 

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

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想像一下，当每个人说“是”时，都意味“肯定”的乌托邦。 

商业交易中的每次握手都可以被信任。 

每次银行提供贷款时，他们都可以信任我们的回报承诺 - 无需签署任何协议。 

婚礼上的每一个“我愿意”都可以被信任。 

我们给孩子的每一个肯定，都可以持续下去。 

每个加入生命小组或门徒小组的承诺都会被贯彻执行。 

我们给耶稣的每一个“是”，都可以在我们的事奉中持续下去。 

我们为了某人祈祷的每一个“是”- 我们实际上会这样做。 

我们的“是”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意思是肯定的。 

  

想像一个’不’就代表着’不’的乌托邦。 

我们的“不”可以被信任，我们的“不”就意味着“不”。 



我们承诺不放弃照顾父母的责任。 

我们承诺永不打破我们的婚约。 

我们承诺永远不再参与对事物上瘾。 

我们的承诺是不要在工作，学校作弊或与某人约会时劈腿。 

我们坚定不移地承诺，就算问题变得困难，也不离开放弃友谊。 

我们坚定的承诺，即在基督徒群体变得艰难时也不要放弃。 

我们的承诺是不要离开耶稣。 

我们的“不”可以被信任。我们“不”就意味着“不”。 

 

我们能想像这样的一个社区吗？ 

因为这样的乌托邦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律师。 

我们说的话会造成伤害。我们曾说过那些让我们后悔的话。 

我们承诺了那些我们无法遵守的约定。 

我们中的一些人说“是”或“不” - 我们知道本人将会试图打破这一承诺。 

我们为自己挖了一个坑。 

 

正如 Thom Yorke在 1995年电台司令乐队的专辑《弯曲》里的《仅仅》中描述他的自

恋朋友··· 

“你这样做是为了自己， 

这就是真正的痛苦， 

你是自己做的，只有你自己， 

你没有跟其他人一起” 

 

我们向朋友、父母、配偶、孩子、老板和基督徒群体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是”和

“不”···现在我们的话语又回到了我们身上，伤害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 

 

《雅各书》五章 12 节 

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

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雅各的教会群体受到压迫 

(回顾一下上周的内容，谢谢 Spencer!) 

透过饥荒，贫困和迫害来坚持不懈。 

关键问题：他们试图使用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是或否”来暂时解决问题。 （重复） 

  

第一个例子：稅吏 -“我对着天堂、圣殿、圣殿中的黄金 - 或对神的名发誓，我会付

稅。”他们简单地发誓已经不能再被信任。 

第二个例子：借钱给没钱的朋友 -“我对着圣殿里的黄金发誓，我会在周一的时候还

你钱。”再一次的 - 他们这个简单的誓言已经不能再被相信。 



  

雅各所看见的问题：我们发誓，但是我们的誓言不能被相信。 我们已经打破了某人的

信任，只有当我们发誓 - 当我们超越简单的是或否时，我们才会被相信。 

达拉斯·威拉德说“我们正在利用人们，试图绕过他们的理解和判断来触发他们的意

志并为我们的目的拥有他们。” 

  

这打破了赋予自由的法则！ （爱神，爱別人） 

  

理查德·尼克松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接受了共和党的提名时说： 

“让我们首先致力于真理，看到现实，并告诉它，找到真相，说出真相，过真相。” 

 

在水门事件丑闻之后（10年后），大卫·弗罗斯特四部分采访（1977年）： 

大卫·弗罗斯特问他，如果总统认为这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他是否可以做违法行

为。尼克松说：“当总统这样做时，那就不违法了。” 

 

什么？我们中有多少人如此骄傲，以至于我们真的相信自己的谎言！ 

像尼克松一样，你可以相信我们的“是”和“否”。 

但是信任受到了侵蚀。 

想想让你经历过信任被破坏的感觉的人。 

他们使用了多少理由？ 

他们用了多少字来挖出一个洞？ 

他们沉迷于多少现实的扭曲？ 

为什么你根本不能相信他们的“是”或“不”？ 

  

再一次听听同样的威拉德的话：“我们正在利用人们，试图绕过他们的理解和判断来

触发他们的意志并为我们的目的拥有他们。” 

 

耶稣希望祂的门徒能够从弯曲和试图掌控一切的生活中得救···祂希望祂的人民成

为正直的人 - 诚实 - 真理- 和信任。 

 

读经：《马可福音》五章 33-37节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 

你知道这一点：雅各在这里使用的词几乎是耶稣在山上讲道中使用的单词的副本！ 

听听在山上教导我们的耶稣： 

33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34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35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

大君的京城； 



36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就是从

恶里出来的）。 

 

法利赛人有一个他们教人的方式。 

如果你向神宣誓。好吧···照着去做。 

听听《利未记》十九章 12节是怎么说的： 

12不要以我的名义发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主。 

 

但是···如果你没有向神发誓···你就不用真的遵守你的承诺。 

你可以对着天，对着地，对着耶路撒冷城，甚至对自己的头颅发誓，而你并没有真正

受到誓言的束缚。 

但它变成了一场大型游戏 - 以及它的口头操纵。 

耶稣认为这很荒谬。 

它就像古代版的“西蒙说”。 

“当我发誓 -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在耶路撒冷城发誓 - 我真的是这个意

思。” 

对着天，对着地，对着耶路撒冷城，或对着自己的头颅发誓···这一切都是令人印

象深刻的方式···但请注意耶稣的话：这些东西都属于神！ 

诸天属于神，大地属于神，耶路撒冷城是属于祂的城市，你自己的头颅也属于神。 

你不需要指着更大的东西发誓，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你。 

 

《马太福音》五章 37节 

37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就是从

恶里出来的）。 

 

在《约翰福音》八章，耶稣说这是关于邪恶的撒旦： 

 

《约翰福音》八章 44节 

44···他说谎是出於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在《创世记》三章，神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园子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这是一个简

单的规则，不要吃一棵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没做到，他们被蛇欺骗了。然后神走在

园子里···神问亚当： 

 

《创世纪》三章 11-13节 

你从我命令你不要吃的树上吃了吗？“ 

11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12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13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哦，天哪···只是“是”或“不”啊！ 

你吃水果了吗？是，还是不是。 

亚当 - “好吧，那是女人···你和我一起放在这里的女人。”这是亚当的双重责

备。“夏娃是错的，但是真的···当你想到它时···错的是神你自己。是你把她

放在这里的。” 

夏娃 - 她责怪蛇。这是责备规则的设立者。 

你有没有经历过某人在没有责怪他人的情况下承认他们的罪？这很了不起。 

 

“是的 - 我做了那件事，而且它错了。”句点。没有多余的废话。 

不要责怪你的成长经历，你的财务状况，或者你的老板是一个混蛋，或者有人和你分

手，川普或特鲁多。 

没有责备 - 只有简单的“是”或“不是”。 

这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所意味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发誓？ 

过去 2000年来一直有争议。 

《马太福音》廿六章中的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时宣誓。 

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 20节似乎在誓言下发言。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约翰·斯托特这样说： 

“耶稣在他的教导中强调的是，诚实的人不需要诉诸誓言。” 

我同意，那是重点。 

  

我的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故事：我能够肯定（而不是发誓）我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忠

诚。 

再说一次：耶稣希望祂的门徒能够从弯曲和试图掌控一切的生活中得救···并且祂

希望祂的人民成为正直的人 - 诚实 - 真理 - 和信任。 

 

《雅各书》五章 12 节 

12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

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评估你的生活一分钟··· 

我们是否想要做出我们无法兑现的承诺？ 

···使用能够激发我们自我的词语？ 

···用很多话语来控制另一个人？ 

我们是否想要撒谎或使用我们称之为“善意谎言”的东西。 

···试图让故事变得让我们自己看起来很好。 



···试图不履行承诺。 

我们是否想要更重要的事情而发誓，以便我们这次强迫一个人相信我们，因为这次

“你可以相信我”。 

  

《雅各书》一章 4 节 - 成熟 

4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你可以达到成熟 – 成全 – 完备 – 毫无缺欠。 “表里如一”。 

成熟不是一个关乎年龄的东西···有很多老人远未成熟。 

成熟并不是一件成功的事情···有些人认为，因为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或者

在受教育方面已经成熟了。 

我们读错了指标。 

观察这些人进行金融方面的决策，婚姻方面的决策，健康方面的决策......并观察他

们如何对待他们的言论。 

看他们如何绝望地说出自己的话语。 

观察他们如何诉诸愤怒、抱怨、脾气暴躁、辩解、控制对方等爆发方式··· 

成熟是基督化的方式，我们在决策中是真实和值得信赖的。 

  

在耶稣身上学习 

让我们的“是”就是是，和我们的“不”就是不，将成为耶稣门徒的漫长道路 - 慢慢

地学习国度的语言。 

慢慢地学习如何用我的话爱我的邻舍。 

詹姆斯 K.A.史密斯在《你是你所爱》中说： 

“学习”美德 - 变得有道德 - 就像在钢琴上练习音阶而不是学习音乐理论：从某种

意义上说，目标是让你的手指学习音阶，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然地”演奏。在这里学

习不仅仅是获取信息；它更像是在你身体的纤维中刻上一些东西。 

 

因此，让我们练习这个“是 - 是”和“不 - 不”的一致性。让我们这样活下去吧。 

 

一些 (我希望是) 对于作耶稣门徒有帮助的事情： 

  

#1 - 在我们不清楚时候，我们并没有爱着我们的邻舍 

我对这个感到很纠结! 

我宁愿说“是” – 然后过后再简短承认“不是”，而不是当下诚实的说出来。 

在努力取悅人们的过程中，我将使用“是”、“完全”、“伟大”、“棒极了”、

“听起来很有趣！”或者“愿意帮助”和“谢谢邀请我” - 就算我可能没有意图参

加。 

我的不诚实就不是爱我的邻舍。 

 



#2 - 当我们是一个混蛋时，我们不能算作爱邻舍 

雅各不提倡某种骄傲的固执。 

“我说没有···当爸爸说不 - 我的意思是没有。” 

“但我想要一些冰淇淋？！” 

好的 - 这不是什么意思。 

  

你们当中有些人是祖先是北欧人的家庭中长大的，比如德国和荷兰家庭。 

我们只是说“是”或“不”。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关键。我们只是说它是怎么回事。 

它就像 - 好 - 这不是雅各或耶稣所宽恕的。 

善良和温柔是圣灵的果子。 

和一些拉丁裔人一起出去···他们会告诉你它是如何完成的。 

  

#3 - 当你要说“神告诉我”时，小心一点 

我谨慎地提起这个。 

当人们能听到神的声音时，我们就会爱上这种经历。 

我正努力在这方面成长！ 

但有一个版本可能其他人非常不喜欢。 

“神让我和你分手。” 

“神让我辞掉工作。” 

“神告诉我要结束这个。”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们不会白白地使用神的名。 

如果你没有使用神之名所需的善良，这样讲话我们就不必进行艰苦的谈话，或做一些

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说 - “我需要辞掉这份工作，因为有些事情我不同意，而且我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陪

伴我的家人。”这就是真相。 

 

#4 - 学会在不责备其他人的状况下承认 

让你的“是”就是“是”，你的“不”就是“不”。 

“是的 - 我做了那件事，而且它错了。”句点。之后什么都没有。 

  

#5 - 计算你用了多少字  

我注意到我使用的词越多，我就越需要道歉，我需要道歉。观察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

改变別人的想法。 

我的生活 - 几个月前我和 Tanya做过这件事。仅仅是通过大量的努力，花时间和计算

字数···我没有过简单的“是”或“不是”生活。我一边进行，一边自我辩护。 

  

#6 - 誓言导致的焦虑 

我们过度地承诺···我们对高估了自己了···我们承诺我们实际上做不到的

事··· 



练习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 - 你们很多人得不到交易、贷款、工作、关系或梦

想···因为你是诚实的。 

这是好的部分 - 我不会为过度承诺感到焦虑，我会诚实地知道我自己是谁。 

  

#7 - 在基督徒群体中与此搏斗 

耶稣的门徒 - 

基督徒的友谊 – 生活小组 

在放弃“是”的过程中，走在一起让我们的“是”就是是，我们的“不是”就是不

是。 

  

福音书 

《哥林多后书》一章 - 在耶稣里，神的所有应许都是“是”。 

神从未放弃拯救世界的计划。 

神从未放弃祂的承诺。 

在耶稣里他们总是说“是”和“阿门”。 

 

《约翰福音》一章 14节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当神说话时 - 那是耶稣。 

耶稣 - 独生子，从父那里来的，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神的话语 - 耶稣 - 完全是恩典和真理。 

 

祷告：圣灵在哪里帮助你用话语更加诚实地行事为人？ 

（安静） 

 

《诗篇》十九篇 14 节 

14耶和华 – 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

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