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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第三課 知行合一 

*經文:雅各書 1:19-27 

 

*請帶查經同工們在分享《雅各書》第三課之前, 先做如下預備工作: 

 

1. 請閱讀《永活的信仰》，90-121頁 

2. 觀看視頻：聖經簡報站：雅各書 1章（下）（55分鐘） 

https://m.youtube.com/watch?v=cURFLDkL20A 

3. 觀看視頻：大衛鮑森雅各書(三） 聽道與行道 （50分鐘） 

https://m.youtube.com/watch?v=KOboa6efKRQ 

4. 複習：Dr. Howard Hendricks 的 系列講座 “Living By the Bible” 第十二講

“Application: Know, Relate, Meditate, and Practice” （6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o_pOS4EI&list=PLHVLAsJuPfmUeA6eOa

vI0NheF8Ra0sLu2&index=12 

5. 和第十三講 “Application: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6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bXts4njMs&list=PLHVLAsJuPfmUeA6eOa

vI0NheF8Ra0sLu2&index=13 

6. 其他參考： 

*空中神學院：http://fungclass.fhl.net/ 

*Quest: Study Bible/The Question and Answer Bible  

*Systematic Theology: Wayne Grudem 

 

7. 在閱讀經文和參考書並觀看以上視頻的過程中，請思想以下討論問題的答案： 

  

https://m.youtube.com/watch?v=cURFLDkL20A
https://m.youtube.com/watch?v=KOboa6efKR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o_pOS4EI&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o_pOS4EI&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bXts4njMs&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bXts4njMs&list=PLHVLAsJuPfmUeA6eOavI0NheF8Ra0sLu2&index=13
http://fungclass.fh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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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 Dr. Howard Hendricks unit 13的總結，應用一段經文時，我們可以問

哪 8個問題？（參見附錄一） 

1. 有可以效仿的榜樣嗎? 

2. 有沒有需要避免的罪惡? 

3. 是否有一個應許可以支取? 

4. 有禱告要重復嗎? 

5. 有要服從的命令嗎? 

6. 有什麼條件要滿足嗎? 

7. 有經文要背嗎? 

8. 接下來有什麼挑戰嗎? 

 

2) 在這段經文中有哪些要服從的命令嗎/5? (19-22) 

a. 何為聽道？ 

b. 雅各書警醒我們聽道的三個具體命令： 

i. 快快的聽 

ii. 慢慢地說 

iii. 慢慢地動怒 

請解釋這三個命令與聽道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3) 如果人只是聽道而不行道，他像什麼？（22-24） 

a. 聽道之後會有那兩種情況？ 

b. 我們基督徒“知行合一”是為何？ 

c. 基督徒要對著鏡子看自己，這跟神用真道生我們有關係嗎—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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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己欺哄自己”(22), “反欺哄自己的心”(26) ，嚴重嗎？ 最近可否面對這

情況？ 可否分享？ 

  

4) 在 19-27節之間—是否有一個應許可以支取/3? 如何支取？ 

  

 

5) 在聽道和行道方面，你可以想得哪些聖經中可以效仿的榜樣嗎/1? 

a. 記得上主日（4 月 25 日）何牧師的証道（人子的日子）所舉的例子之

中，那些人物是聽道而行道？那些人物是聽道而不行道？ 

b. 請參照路加福音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 馬大 ，接他到自

己家裏。 她有一個妹子，名叫 馬利亞 ，在耶穌腳前坐着聽他的道。 馬大 

伺候的事多，心裏忙亂，就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

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 馬大 ！ 馬大 ！

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 已經選擇那上好

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1. 在這段經文中你可以找到哪些榜樣或鑒戒？ 

2. 如果你在當場是一位旁觀者，你會如何勸導或是安慰馬大姊妹—以“知行

合一”為方式？ 

  

6) 在聽道和行道方面, 有什麼條件要滿足嗎/6？ 

a. 何為”虔誠是虛的”?  虔誠與”知行合一” 有何關聯？ 

  

7) 應用問題/8：雅各書警醒我們要聽道也要行道： 

i. 有需要改善而成為有效聽道嗎？ （請對照附錄二）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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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之前準備～身體和心靈上：早睡；為自己禱告；其他.....？ 

b. 培養心態～客觀的；注意題材；其他.....？ 

c. 之後而行～訂可行目標；可否討論；可否批評論斷；其他.....? 

d. 必須具備～其他.....? 

e. 其他因素～沒信心, 太忙碌, 頭腦想得太多, 太疲累, 專找錯誤.....其

他？ 

  

ii. 有任何攔阻行道嗎？（請對照附錄三） 

例子：多方面的壓力；不願意付出代價；其他.....? 

 

iii. 有無實際改善建議？請分享： 

例子：找屬靈同伴一同實行； 在家中貼「大字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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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Dr. Howard Hendricks 的 系列講座 “Living By the Bible” 

第十三講 Application: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應用: 問正確的

問題“ 

  

现在您已经深入了解并学习了一些基本的應用步骤： 

1. Know/Interpret 認識/解釋: 要準確 

2. Relate/聯繫：要與實際生活有關聯 

3. Meditation/默想：要求 神賜智慧 

4. Practice/實行：要具體有落實到行為上行動上 

  

有了这样的背景，讓我給大家一些问题，這可助于你们更好地應用神的話： 

  

1. 有可以效仿的榜樣吗? 

• 哥林多前書 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这是會发生的，不管你喜欢与否，人们會效法你，而你可能不知—就像你的孩子，

朋友，兄弟，姐妹，在家里，在教会里。你要做出好榜樣，時刻問自己：這是一個

好榜樣嗎？負面的，不要做。正面的，要常常做。这应该是你生活中的特点。 

  

2. 有没有需要避免的罪恶? 

• 例子： 

• 以弗所書 5:22-25 “你們作妻子的， 當順服 自己的丈夫，如同 順服 主。 因為丈

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 教會 全體的救主。 教會怎樣順服基

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

教會，為教會捨己。” 

保罗命令我们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我们的妻子。你在这么做吗? 你有那么爱你的

妻子吗? 当你認為做得很好的时候，可问你自己: 我爱我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那样

吗? 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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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有一个應許可以支取? 

跟随耶稣使人興奮的是：衪所应许我们的，衪必成就，衪永不离开我们，衪永不离

弃我们。不像那些不做事的政客們。我靠着耶稣基督，凡事都能作，并且衪加给我

力量，就是這樣向神支取。 

  

4. 有祷告要重复吗? 

• 例子： 

• 主耶穌的禱告: 約翰 17 章。 

• 門徒的禱告: 福音書。 

因为我不但学会 主所教導的祷告方式, 也听了 基督向天父的祷告。 

  

5. 有要服从的命令吗? 

• 例子：羅馬書 12-16 章; 加拉太書 5-6 章; 以弗所書 4-6 章; 哥羅西書 3-4 章。 

圣经里都是命令—当你来到福音的应用部分时，学习这些命令，并在圣经里所有给

你和我的经文里划线。 

  

6. 有什么條件要满足吗? 

• 例子：約翰福音 15: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

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何為“遵守”? “遵守”就是”服從”。我們需要学习、認識和解释真理。 

  

7. 有经文要背吗? 

• 例子：詩篇第 1 篇；以賽亞書 53 章；約翰福音 14 章 

• 对 Dr. Hendricks 来说: 他一生多次的改变都是来自于他所背诵的圣经章节所發出

的果效。在他生命中最严重的危机中，这些圣经经文会出現在他心中，幫助他。就

是那些他曾經背誦的經文。如果他没有记住這些經文，就不能使用並幫助解危。要

重複的背誦聖經章節，以免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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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七十多年的基督徒的後悔： 沒有背誦更多的經文！ 

  

8. 接下来有什么挑战吗? 

• 例子：以斯拉記 7:10 “以斯拉 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 

以色列 人。” 

• 給你們一個挑战: 請把这些步骤和问题应用到以斯拉记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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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有效聽道的秘訣”（取自賴若瀚牧師的《永活的信仰》，

122-124 頁） 

 

1． 事前預備 

a. 預備身體：在星期六晚上就先做預備，有足夠的睡眠，主日早上起來不做操重

工作，或趕著辦公事等。而且盡量不要在崇拜後要趕往什麼地方。 

b. 預備心靈：在未到教會之前，求主賜下敬拜的心與受教者的耳朵。在聚會開始

前好好安靜，將俗事拋開，排除雜念，專心等候祂的話語。 

 

2． 培養聆聽技巧 

a. 要用客觀的態度去聽，不要先入為主，讓神的話語毫無攔阻地傳講。 

b. 注意講道的中心思想與主要結構。不要只注意小節、故事或笑話等。 

c. 嘗試猜一下講員接下來要講的要點，啟發自己的思想。若猜中了，可以加強記

憶；若猜不中，也可作參考。 

d. 不讓自己在聚會中胡思亂想。若遇到思想不集中，要立刻求主幫助，將思緒再

收回來。 

e. 預備筆記本將講道的要點記下，藉此提醒自己專注聽道。 

 

3． 聽道後 

a. 聽道後要立志行道，最好定出一些實際可行的目標。 

b. 在回家的路上不妨與配偶或親友討論所聽道的領受（不是批評論斷），藉此加

強記憶，並且交換心得。 

 

4． 總括來說，一個聽道而行道的人，必須具備： 

a. 靈敏的耳朵 

b. 謹慎的舌頭 

c. 溫馴的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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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純潔的心靈 

e. 銳利的眼睛 

f. 行動快速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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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聽道與行道”回應表（取自賴若瀚牧師的《永活的信

仰》，124-126 頁） 

  

1． 聽道方面 

a. 請指出攔阻人聽道的問題（參照馬可福音 1：9，13-20）（可按重要次序列出

1、2、3） 

• 沒有信心—不信 

• 太忙碌 

• 缺少默想的機會 

• 頭腦裡知識太多 

• 太疲累 

• 不願服從真理 

 

b. 在每次聽道時，你希望從講員的信息得什麼（可按重要次序列出 1、2、3） 

• 改變生命的見證 

• 生活與事奉的屬靈原則 

• 按正意分解的真道 

• 幽默的故事 

• 有趣味性的例證 

 

c. 對於一個十分熟悉聖經的人，在聽道時當培養哪方面的態度（請選兩項）？ 

• 謙卑 

• 看別人比自己強 

• 客觀 

• 專找錯處 

 

d. 為要幫助聽道更有效，請列出聚會前可做出的準備（請選三項）。 



11 
 

• 唱詩歌 

• 為自己禱告 

• 預備心田 

• 帶筆記本 

• 足夠睡眠 

• 受教的心 

 

2． 行道 

a. 你覺得行道最大的攔阻是什麼（可按嚴重次序列出 1、2、3）？ 

• 朋友的壓力 

• 不能持之以恆 

• 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麼 

• 不願意付上代價 

• 不願改變自己一向的習慣 

• 因為某些軟弱的攔阻 

 

b. 有什麼實際建議可以幫助你行道更有效（可按重要次序列出 1、2、3）。 

• 找屬靈同伴一同實行 

• 求主賜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 從小開始，量力而行 

• 更經常靈修 

• 找代禱的夥伴 

• 教會或者團契多舉辦行道見證分享聚會 

• 在家中貼“大字報” 

• 訂下可達到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