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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真假智慧（3：13-18） 

• 複習： 

1. 根據 Dr. Howard Hendricks unit 12 的總結，應用一段

經文的四個步驟是什麼？ 

1) 明白 

2) 聯繫 

3) 默想 

4) 行動 

2. 根據 Dr. Howard Hendricks unit 13 的總結，應用一段

經文的時候，可以問哪 8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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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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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雅各書 3：13-18 

 

Jas 3: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

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

的善行來。  

 

Jas 3:14  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

和分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

抵擋真道。  

Jas 3:15  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

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

的。  

Jas 3:16  在何處有嫉妒、分爭，就在

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  

Jas 3: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

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

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

冒。  

Jas 3:18  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

所栽種的義果。  

 

13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Let him show it by his good 

life, by deeds done in the humility that 

comes from wisdom. 

14 But if you harbor bitter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in your hearts, do not boast 

about it or deny the truth. 

15 Such "wisdom" does not come down 

from heaven but is earthly, unspiritual, of 

the devil. 

16 For where you have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there you find disorder and every 

evil practice. 

17 But the wisdom that comes from 

heaven is first of all pure; then peace-

loving, considerate, submissive,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 impartial and sincere. 

18 Peacemakers who sow in peace 

raise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上下文： 

• 13 節中的“善行”與上文：二章中“信心與行為”，一章中“行道”相應；與上文的“勒住舌

頭”有何關係？ 

• 本段中反復出現的“紛爭”（14、16）“和平”和“溫柔”（17、18）與下文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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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帶查經的同工們在分享《雅各書》第七課之前，先做如

下預備工作： 

 

1. 請閱讀《永活的信仰》，223-252 頁 

2. 觀看視頻：聖經簡報站：雅各書 3 章（36-49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PILmX1pO4&t=2542s  

3. 觀看視頻：大衛鮑森的雅各書(八)：智慧與愚昧（56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NsLZd1RM0  

4. 觀看視頻：Dr. Howard Hendricks 的 系列講座 “Living By the Bible” 第十四講

“Application: Ezra 7:10 Exercise” （7 分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_JeFS2g7jg 

並參照附錄中的中文翻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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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真假智慧的區別是什麼？如何分辨真假智慧？ 

a. 假智慧 

i. 來源（3：15）： 

 

1. 不是從上頭來的 

 

2. 屬地的：與屬天相對，是指人的哲學、理論、思想 

哥林多前書 1:20  智慧人在那裡？文士在那裡？這世上的辯士

在那裡？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PILmX1pO4&t=2542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NsLZd1RM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_JeFS2g7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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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屬情慾的：是指出於老我、屬血氣的智慧 

哥林多前書 2:12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

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13  並且我們講

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

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

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

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4. 屬鬼魔的: 源於魔鬼，使人敗亡的智慧 

哥林多前書 2: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

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

慧。  

 

ii. 舉例： 

1. 中國大陸教會要跟黨走，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屬鬼

魔的，就像當初的羅馬帝國一樣，是為了消滅教會） 

2. 美國：教會中的民主？多數人說了算？（這是屬地的智慧。在

教會中要讓基督掌權）。例如：耶路撒冷的教會，安提阿教

會，外邦教會（長老，執事） 

3. 2020 年的大選使在美國的教會問題暴露出來：許多屬血氣的

基督徒。“愛國者”如果把愛國和愛黨放在愛神，愛人，愛失喪

的靈魂之上，就成了屬血氣的了。 

 

iii. 七個特征與表現（3：14-16a）： 

1. 心術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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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苦毒 

3. 嫉妒 

4. 紛爭 

5. 自誇 

6. 說謊 

7. 抵擋真道 

 

iv. 假智慧的果子（3：16b） 

1. 擾亂 

2. 壞事 

 

 

b. 真智慧 

 

i. 來源（3：17a）：從上頭來的智慧 

 

ii. 八個特征和表現（3：17b）： 

1. 先是清潔：行事為人是否光明磊落？ 

2. 後是和平：你愛好和睦嗎？ 

3. 溫良：別人感到你容易親近嗎？ 

4. 柔順：你會壓制別人，或真理嗎？不耍手腕，不強制別人嗎？ 

5. 滿有憐憫：你是否經常想得別人的需要？ 

6. 多結善果：你對別人有好影響嗎？ 

7. 沒有偏見：你會以偏見斷定人嗎？ 

8. 沒有假冒 ：你的生命是里外一致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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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真智慧的果子（3：18）：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

果。  

 

iv. 舉例：聖經中真智慧和假智慧的例子： 

1. 大衛與掃羅（撒母耳記上 24，26） 

2. 押沙龍與大衛（撒母耳記下 13-18） 

 

2) 溫柔與智慧之間的關係，例子： 

a. 摩西：民書記 12:3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b. 保羅：提摩太後書 2:24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

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c. 主耶穌基督：馬太福音 11: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

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3) 挑戰：請默想主耶穌基督，在祂的身上是如何彰顯真智慧的八個特征的？請從

這位最偉大的“智者”身上，找出三項智慧的特征並在接下來這一週內加以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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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r. Howard Hendricks “Living by the Bible” Unit 14– 

Application: Ezra 7:10 Exercise第 14单元-应用: 以斯拉記:10 练习 

翻譯:關潤明弟兄 

 

首先，让我们从以斯拉记的总体情况开始。以斯拉记分为两部分: 第一章到第六章和第七

章到第十一章。 

 

在第 6 章和第 7 章之间，有 58 年的时间空档。你不得不问: 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发生的事

情是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Battle-of-Thermopylae/塞莫皮莱战役: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Battle-of-Thermopylae-Greek-history-480-BC.    

 

***Battle of Salamis/萨拉米斯战役: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Battle-of-Salamis 

 

它们是整个未来的决定因素。但在以斯拉记，它们完全地被遗忘了。为什么? 

因为在 58 年的时间里，最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神正在预备一個人— 他名叫以斯拉。以

斯拉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Battle-of-Thermopylae-Greek-history-480-BC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Battle-of-Sal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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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记第 1-6 章: 重建圣殿。前六章是在所罗巴伯和建造圣殿的时候写的。 

以斯拉记第 7-11 章:重建人民。这需要一位有明确目标 神所選的人来完成。 

 

經文: 

(Ezra 7:10) For Ezra had prepared his heart to seek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to do it, and to 

teach in Israel statutes and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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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第 10 节以一个小小的连接词“For”开头。因为，以斯拉已经预备了他的心，

这就是解释，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預備你的心是什么意思? 

由于你们很多人都會在传道，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很多人都在神學院读书; 在别人的教导和指导下，一切都很棒。 

让我们来看看神为以斯拉所作的准备，我相信神也要把这些准备给你。 

 

如果你看經文，有三个主要的动词: 考究，遵行，教訓。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 

 

1. 考究律法-学習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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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斯拉用心考究神的律法，这就是他的预备。他所做的就是我们在这系列中所

讨论的: 他在研究圣经——他只有旧约的一部分，這是他所研究的。你不能传授你没有

的具备。 

 

你没有它，你也不能给予它。這需要时间，需要努力，還需要紀律。 

神的灵教导我们, 這以斯拉就是那个愿意付出代价的人。这在地下室的特价销售中是买

不到的。你會為此付出代价—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有影响力的事工。請注意到當他知

道一些事情后并不沒有停止。 

 

2. 遵行律法—实践 

第二个动词: 他预备自己的心，不但考究神的律法，而且遵行神的律法。 

他的准备之后接著就是操练。 

大多数的基督徒——通常对圣经很了解——我经常对自己说，我对《圣经》的了解远

远超出我的想象。 

 

最终的问题: 我活出了吗? 我有操练吗? 

在我们生活的這個时代，人们不会问最基本的问题: 圣经是真的吗? 

他们會问: 这管用吗? 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听到你说的了：听起来不错，但真

的管用吗? 

圣经不是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改变你们的生活。 

 

不要错过學習最後一节，因为你正在听这个系列: 你有那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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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备自己的心，考究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 之後也教訓神的律法。 

 

3. 教訓律法—激情 

他的准备工作很清楚, 他的实践是始终如一的，但他的热情是传达真相—真相終就会被

揭示出来。 

 

毕竟，如果你知道神的道，并且神的道改变你的生命，因为衪太美好而不能獨自保

留，你要与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分享，这样他们也可以享受真理的道。把这些放在一

起—你就得到这些描述。 

 

你告诉我有這一个人: 他認識这道，并且实践这道。我会向你展示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

而传达神的道。 

 

你的沟通能力—最终考验不只是传授事实，而是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我會把神的道

应用到自己身上，也应用到别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