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主日講道撮要 (7-8-2022)            講員/撮要：楊家傑牧師 

主題：用真道生了我們                    經文：雅 1:13-18 

引言： 

 「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祂所造的萬物
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 1:18)  

世界宇宙萬物之初，神用祂的說話創造天地和人類(創 1:1-2)；

當始祖亞當和夏娃犯罪，神用自己的聲音呼喚人：「你在那裡？」

(創 3:8-9)  

 神造人的至終目的，除了是管理萬物，繁衍下代，更重要是叫

世人認識祂，犯罪後接受祂的救恩(約 3:16)；藉著「道」 “Logo” 

啟示祂自己(約 1:1)。 

 在現今這彎曲悖謬、支離破碎、關係撕裂、罪惡充斤的世代中，

神的兒女當務之急，除了是遵行大使命(太 28:18-20)，更是明白

神的真道，並與世人分享神的話語不致失腳，而得神國度的基

業(詩 119:11; 來 2:1; 徒 20:32)。 

 《聖經》的末卷 - 《啟示錄》的(啟 2:18-21)，更鄭重申明神話

語的「不可加添，也不可刪減」，免致遭審判和喪失神國的福氣，

只有靠著「主耶穌的恩惠」我們才能得到勝利；神的兒女更應

敞開自己生命來領受真道盼望主再來。 

「主耶穌啊！我願祢來！」(啟 22:20) 

 詩歌：《祢是榮耀的君王》 

「…天使都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

是主耶穌基督。」 

 《聖經》中的彼得： 

「68西門彼得回答說：主啊，祢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69我們已經信了，又知道祢是神的聖者。」(約 6:68-69) 

 聖經中的教會： 

「…這家就是永生神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 3:15 下) 

 戰爭、疾病、天災、人禍……這幾年世界變化很大，令人措手



不及！有人選擇活在當下，及時行樂，有人選擇追星、有人愛

上行山、有人以嬉笑怒罵方式面對各種荒謬和歪理，有人追求

無盡的資訊、科技、娛樂，以為是現代新常態的生活。 

在忙碌、甚至沉溺中，掩蓋不到心靈深處的空虛感，甚至罪惡

感！ 

 神話語帶來生機的例子： 

那天，在地鐵的車廂中，低頭族各自精彩地打手機。在一片沉

默、疏離及悶焗的氣氛中，有一乘客拿著一環保大袋，上面印

著鮮明的「在患難中要忍耐」。 

 彷彿一個使人甦醒靈魂的提醒，在患難中神仍同在，時候到

了，掌管萬有的神會給祂的兒女開出路！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羅 12:12) 

 神的真道既是使我們生命有指望，我們當如何持守純正的真

道？ 

答案是：用基督裡的信心和愛心，並依靠聖靈牢牢守住！ 

「13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裡的信心
和愛心，常常守著。14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

我們裡面的聖靈牢牢的守著。」(提後 1:13-14) 

 讓我們有一個真誠的禱告： 

「願神的話改變我的生命，用真道生了我們，成為初熟的果

子！」 

本論： 

 《雅各書》的中心思想 

 生命的改變才是真實信心的憑據，真正的信心必然產生好的行

為 

「18必有人說：你有信心，我有行為；你將你沒有行為的信心

指給我看，我便藉著我的行為, 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22 可

見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行，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雅 2:18, 22) 

 要行道、不要只聽道 



「 21…存溫柔的心領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靈魂的道。
22 只是你們要行道，不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雅 2:21 下-22) 

一. 不要誤會神 (雅 1:13) 

「人被試探，不可說：我是被神試探；因為神不能被惡試探，

祂也不試探人。」(雅 1:13) 

 當時散居在十二支派中，有人被試探所勝，把責任推在神身

上(參出 17:2、7)；甚至出火藥味： 

「19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
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20因為人的怒氣並不成就神的義。」

(雅 1:19-20) 

 在這裡提到「動怒」和累積在心裡的「怒氣」很深，可見他們被

試探得勝，對神的成見頗深！所以雅各很快申明：人被試探所

勝，與神並無關係！ 

「人被試探」意思是神我們被試探這事上，無直接關係，甚至在

我們被試探一事上，神連間接關係也沒有！ 

二. 試探三部曲 (雅 1:14-15)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了胎，

就生出罪來；罪既長成，就生出死來。」(雅 1:14-15) 

 我們首先要留意，信徒經歷試驗，可以使屬靈生命得著成長：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
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祂之人的。」(雅 1:12) 

 「試煉」／「試探」的基本含意是：「試驗」、「考驗」相近的

意思。有學者認為「試煉」從神而來，「試探」是從撒但而來。 

 但當我們細看(太 4:1)：「當時，耶穌被聖靈引到曠野，受魔鬼
的試探。」 

這裡指出試探主耶穌的是魔鬼，但引領耶穌到曠野的是聖

靈；由此可見，「試煉」和「試探」一個來自神，一個來自撒

但，然而郤是同一個經歷。 

生活例子： 



筆者昔日四年全時間走讀神學，要駕駛電單車長途跋涉地由

西環去沙田，或是由西環去深井，再轉搭街渡上學。             

試煉：日曬雨淋、烈日暴曬；滂沱大雨後也要頂著全身濕透

地繼續走入課室上課；也曾與嚴重交通意外擦身而過；自己

要操練趕時間也要忍耐不超速、忍住炎熱、抵住透骨的寒

風、承受全身濕漉漉地上課… 

試探：駕駛更大馬力的電單車所帶來速度的快感、穩定感、

扒頭時強勁的力度、意氣風發…背後正是受物慾感及虛榮感

吸引。 

可見，同樣是駕駛電單車，在思想上和行為上，有如一銀兩

面，可以是試煉，也可以是試探！ 

 既是同一經歷，試探又是如何產生的？ 

雅各清楚表達：「神也不試探人」(雅 1:13 下) 

神不會為證明祂兒女是否經得起試探作為測試目的； 

主禱文「不叫我們遇見探」(太 6:13 上) 

 在信仰的考驗中，神仍不准撒但加害！ 

「耶和華對撒但說：凡他(約伯)所有的都在你手中，只是不可

伸手加害於他。」(伯 1:12) 

並且神擁有絕對的主權和能力： 

「我知道祢萬事都能，祢的旨意不能攔阻」(伯 42:2)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見祢。」(伯 42:4 下) 

 雅各直接指出，人被試探是來自人的私慾牽引誘惑 

「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雅 1:14) 

 雅各用兩個釣魚名詞--「牽引」和「誘惑」來形容被試探所勝

的過程，有如漁夫巧妙地使用魚餌把水底的魚釣上岸。 

 這正如撒但會按各人不同的軟弱、生命的盲點、心靈受創等來

牽引誘惑人犯罪；例如：貪念、好色、讒言、自卑、控制慾、

覇道和逞強等。 

 「私慾既懷了胎，就生出罪來，罪既長成，就生出死來。」

(雅 1:15) 



剛犯罪的人與剛懷孕的婦人彷彿一樣，起初不為人知！ 

 私慾受到撒但牽引…起生出罪來…生出死來；所以人被試探所

勝，過程是循序漸進 

私慾→罪→死亡→，這完全是與神無關！ 

中國人一句諺語：「少時偷針，大時偷金」 

三. 真道勝試探 (雅 1:16-18) 

「16我親愛的弟兄們，不要看錯了。17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

備的賞賜都是從上頭來的，從眾光之父那裡降下來的；在祂並沒

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18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了我

們，叫我們在祂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 1:16-18) 

 基督徒的屬靈生命是靠著神的真道得以建立，成長和結果子(約

15:8)；並且不致被世界價值觀影響而「隨流失去」(來 2:1) 

 今天我們花上多少時熟讀神的話語，並且接受教會的栽培、神

話語的牧養(申 8:3 下)，例如：教會系統栽培、基督教教育課

程、教會領袖研習班。 

 神的真道更能幫助我們敵擋魔鬼的試探，我們真需要渴慕和追

求神的話語(詩 1:2-3) 

主耶穌昔日在曠野運用神的話語抵擋魔鬼的試探而得勝，最後

將撒但退去！ 

「4……經上記著說：人活著，不是單靠食物…7…不可試探主你

的神…10…當拜主你的神，單要事奉祂。」(太 4:4、7、10) 

 「人如其食」 “You are what you eat” 

要勝過試探，需要從思想開始 

種一個思想 → 收一個行為 → 養成一個習慣 →  建立了性
格→成就了一生→邁向將來 

 「因為他心怎樣思量，他為人就是怎樣。」(箴 23:7 上) 

「善人從他心裡所存的善就發出善來；惡人從他心裡所存的惡

就發出惡來；因為他心裡所充滿的，口裡就說出來。」 

(路 6:45) 

 求主幫助我們，從神的真道得著心意更新向準神全人的事奉(羅



12:1-2)；學效慕迪神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系統神學教授 Dr. 

Fred Dickason 的一位學生，他在考試時用了差不多全部時間作答

「聖靈的位格和聖靈的工作」，因此沒有時間作答另一題目「對撒

但的認識」，他表示「我沒有時間給魔鬼！」 

這正是對付魔鬼，勝過試探的好辦法！讓我們常被聖靈充滿，謹

守遵行神的典章(結 36:27)，思想盡都是神的話語 (耶 15:16)；就

能沒有時間給撒但，被牠的試探所影響。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若有甚麼德行，若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都要思念。」(腓 4:8) 

例子：要清除水桶中充滿污泥的骯水，最好是大量注入清水，污

穢物便能清除，並轉為乾淨的清水。 

從神的真理中轉化我們的生命：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都是從上頭來的，從眾光

之父那裡降下來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 1:17) 

結語： 
「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了我們，叫我們在祂所造的萬物中

好像初熟的果子。」 (雅 1:18) 

 神不單用福音生了我們(林前 4:15)，更用真道生了我們，目的

是使我們在祂所造的萬物中，成為初熟的果子。人視初熟果子

為收成最好，神視蒙救贖的新生命為整個創造的高峰。 

 所以，我們當靠著聖靈，當以信心持守純正的道、當以愛心堅

守純正的道！ 

「13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裡的信心和

愛心，常常守著。14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

裡面的聖靈牢牢的守著。」(提後 1:13-14) 

回應詩歌：《求祢以真理和愛引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