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雅各書談高E.Q.基督徒
雅各書跟情緒智慧有何關係？





歡迎
祈禱
經文研讀
案例討論
總結
祈禱





雅各書的三個主要論點（一 :26-27）

1. 勒住他（自己）的舌頭，不隨便批評論斷。
2. 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實行愛的律法。
3. 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改正錯誤的世界觀。

26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
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的。27在上帝我們的父面前，那
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背
景

地位: 公元397年立入正典

作者
• 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雅各 (一:1)

• 主的兄弟雅各

收信人
• 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 (一:1)

•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
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一:18)



惡意批評論斷
張狂誇口不要

要 敬畏神



從雅各書談高E.Q.基督徒經文:
雅各書四:11-16



11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
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
12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
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13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
做買賣得利。」
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
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15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 以做這事，或做那
事。」
16 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十一: 批評 / 論斷

批評 Katalaleo

• 毀謗(LZV)

• 毀謗 (CNV5)

• 詆毀(RCU)

• 詆毀(SCO)

• speaketh evil (KJV)

• slander judges (NIV)

論斷 Karino

• 論斷 (LZV)

• 判斷 (CNV5)

• 評斷 (RCU)

• 判斷 (SCO)

• judgeth (KJV)

• judges  (NIV)



毀謗: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
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在鑒察（或譯：眷顧）的日子歸
榮耀給 神。(彼前2:12)

判斷: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
定是非。(約7:24)

十一: 批評 / 論斷



弟兄弟兄弟兄

詆毀詆毀詆毀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

十一: 弟兄們，不可彼此批評 論斷



不要再互相詆毀了, 弟兄們

那個詆毀弟兄的

或是判斷他的弟兄的，

乃是詆毀律法，

判斷法律；

十一: 弟兄們，不可彼此批評 論斷

如果你判斷法律，
你就不是個律法的實行者
而是個(律法的)判官了



十二: 你是誰呢？

神

• 立法的，審判的 -只有一位

• 能拯救人，也能毀滅人

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你是誰呢？
你這判斷鄰舍πλησίον (Jas. 4:12 BGT)的)



十二: 你是誰呢？

• 我們不是立法的，審判的神

• 律法: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Lev. 19:18 CU5)

•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Lk. 10:27 CU5)

•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
守這至尊的律法纔是好的． (Jas. 2:8 CU5)



十二: 你是誰呢？僕人罪人

• 因為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祂要照出
暗中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裏得着
稱讚。 (林前 4:5)

• 賞罰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 (啟22:12)

•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
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羅 14:4)

• 凡人所說的閒話，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來，因
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太12：36-37)



十二:耶穌的教導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
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
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
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
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Matt. 7:1-4 CU5)



十三 :嗐！你們有話說

嗐 : Age nyn = Come now  (聽着！)

你們有話說 :現在你們說 (Jas. 4:13 SCO)

今天或明天

我們會去到這個城、

[kai] (和)我們在那裡工作一年、

[kai] (和)我們做生意

[kai] (和)我們會賺大錢



十四:    其實 你們並不知道

其實明天怎樣，你們並不知道

• 環境, 情況

• 生命

• 你們連明天還活著沒有都不曉得！你們不過像一層
霧，出現一會兒就不見了。 (Jas. 4:14 TEV)

無知的財主

•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
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Lk. 12:20 CU5)



十五: 主若願意

主若願意

我們

• [kai]就可以活著、

• [kai]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Jas. 4:15 CU5)

所有計劃都不過是提案，拍板權在
上帝的手裏



十六: 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 Nyn de = but now 但現在

• 張狂誇口: 自誇 (Jas. 4:16 NCV) 驕傲自大 (Jas. 4:16 TEV)

•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1 Cor. 1:31 CU5)

•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
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1Co 4:7)

• 你們這自誇是不好的。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
起來嗎？(1Co 5:6)



案例 掌控一切

從E.Q.的角度來看，情緒傷害嚴重的人從小被
訓練、被要求的，豈不就是要掌控一切嗎？

成功有賞，失敗就要受罰！這樣的管教造成
他們的情緒傷害，傷害愈重的人就愈容易緊
張、害怕，自然愈想掌控一切，以免失控
………

http://eq.biblekm.com.tw/eq_2/chaper_2-2.htm



一位姊妹這樣分享：

從前的我有個概念，就是放手便等於放棄了，所以當我遇到困

難或不能解決的事情，若我放手交給神，便等於我選擇放棄。

因為從小到大老師都教導我們不要放棄，要繼續嘗試，所以很

多時候我都希望所有事情都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假若真的

解決不了，我便會非常惱怒自己為何嘗試了這麼多的方法也不

能解決…心想放棄，但又覺得不能輕易放棄……
http://www.mymedcorner.net/96/2079/



小組
討論
分享

建議題目:
完美主義 / 驕傲自卑
控制慾 / 放心放手
對沖不確定的風險 / 安全感



總結

我們不是神

我們是罪人不是審判官

我們是有限的不可靠/誇的

實踐:故此你們要順服 神 (Jas. 4:7 CU5)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 (謙卑) (Jas. 4:10 CNV5) (Jas. 4:10 CU5)



祈禱
應當一無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Phil. 4:6-7 CU5)



從雅各書談高E.Q.基督徒預告:

基督徒排解紛爭的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