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雅各書談高E.Q.基督徒
雅各書跟情緒智慧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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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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
禱告!



經文:
雅各書 一: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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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成就上帝的義。
21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
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
你們靈魂的道。



19: 你們知道的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Jas. 1:19 CU5)

你們要明白 (Jas. 1:19 LZV)

舊約律法裏的教導

智慧書



眾子啊，現在要聽從我，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有福
。要聽教訓就得智慧，不可棄絕。聽從我、日日在我
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為有福。因
為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
箴言8:32-25)

你到 神的殿要謹慎腳步；因為近前聽，勝過愚昧人
獻祭（或譯：勝過獻愚昧人的祭），他們本不知道所
做的是惡。(傳道書5:1)

19: 快快的聽



•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10:19)

• 謹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張嘴的，必致敗亡。(箴言13:3)

• 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箴言15:2)

• 寡少言語的，有知識；性情溫良的，有聰明。(箴言17:27)

19: 慢慢的說



• 未曾聽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言18:13)

• 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它的，必吃它所結的果子
。(箴言18:21)

• 謹守口與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災難。(箴言21:23)

• 你在 神面前不可冒失開口，也不可心急發言；因
為 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語要寡少。
(傳道書5:2)

19: 慢慢的說



• 事務多，就令人做夢；言語多，就顯出愚
昧。(傳道書5:3)

• 「惟願你們全然不作聲；這就算為你們的
智慧！」(約伯記13:5)

19: 慢慢的說



• 輕易發怒的，行事愚妄；設立詭計的，被人恨惡。(箴言14:17)

•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箴言

14:29)

• 暴怒的人挑啟爭端；忍怒的人止息紛爭。(箴言15:18)

•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箴言

16:32)

• 紛爭的起頭如水放開，所以，在爭鬧之先必當止息爭競
。(箴言17:14)

19: 慢慢的動怒



•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
。(箴言19:11)

• 暴怒的人必受刑罰；你若救他，必須再救。(箴言19:19)

•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箴言25:28)

• 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
傲的。你不要心裡急躁惱怒，因為惱怒存在愚昧人的懷
中。(傳道書 7:8-9)

19: 慢慢的動怒



人
vs

上帝

20: 人的怒氣 vs上帝的義

怒氣
vs
義

義怒 ? 

扮演上帝?



怒氣 (orge)

1.) 人的一種情緒: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
一切的惡毒（或譯：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以弗所書 4:31)

•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
（或譯：陰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歌羅西書3:8)

•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或譯：疑惑），舉起聖潔的
手，隨處禱告；(提摩太前書2:8)

20: 人的怒氣 vs上帝的義



怒氣 (orge)

2.) 指神的憤怒。是神對邪惡的一種反應；較少被視為一種
情緒，更多指一種憤怒心境所產生的結果（「審判」)

•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
譯：讓人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
，我必報應。』」(羅馬書12:19)

• 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死裡復活的─那位救我們
脫離將來忿怒的耶穌。(帖撒羅尼迦前書1:10)

20: 人的怒氣 vs上帝的義



• 完成:他們因著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
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希伯來書11:33)

• 履行/執行: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
物嗎？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嗎？ (哥林多前書9:13)

• 帶來: 因為依著 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
悔的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
。(哥林多後書7:10)

20: 成就 (ergazomai)



•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
他所生的。(約翰一書 2:29)

•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
主是義的一樣。(約翰一書 3:7)

• 從此就顯出誰是 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
不行義的就不屬 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約翰一書

3:10)

20: 上帝的義 (dikaiosune)



•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
他所生的。(約翰一書 2:29)

•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
主是義的一樣。(約翰一書 3:7)

• 從此就顯出誰是 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
不行義的就不屬 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約翰一書

3:10)

•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
(Matt. 5:9 CU5)

20: 上帝的義 (dikaiosu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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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並沒有改變、也
沒有轉動的影兒。 (Jas. 1:17 CU5)；

• 美善的上帝不會製造出惡言和惡行來，人的怒氣跟美
善的上帝無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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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雅各書3:17-18)

20: 上帝的義 (dikaiosune)



• 摩西舉手，用杖擊打磐石兩下，就有許多水流出來，會眾和
他們的牲畜都喝了。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因為你們不
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
眾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民數記20:11-12)

• 追求公義、信心、愛心、和平: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
要溫溫和和地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用溫柔勸戒那
抵擋的人；或者 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後

書2:24-25)

20: 上帝的義 (dikaiosune)



21: 脫去污穢邪惡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

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

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所以，你們要掙脫一切不良的習慣和邪惡的行為，
用順服的心接受上帝種在你們心裏的道，就是那
能夠拯救你們的道。 (Jas. 1:21 TEV)



21: 道 (logos)

• 道 (logos) 神的話

•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
歡喜領受，(馬太福音 13:20)

• 親愛的弟兄啊，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
條新命令，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
令；這舊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約翰一書

2:7)

• 領受服從神的話->永恆終極拯救



21: 與神說話 : 祈禱

• 領受服從神的話->永恆終極拯救

• 相信上帝是掌權者

• 交給上帝處理就是尊主為大的行為

•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
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雅各書 5:16)



案例: 長老有什麼了不起！

要「勒住舌頭」(閉嘴)，因為許多時候，各種紛爭都是
這樣產生的。不論是嫌棄、批判、責罵，或據理力爭、
爭辯、自我保護，都會引發情緒的作用。因著情緒傷害
的影響，基本上人人幾乎都會有輸不起、要贏的傾向。
所以，情緒一發作，本來能解決的，變成不能解決，或
不容易解決了。這種情形連在基督徒家裡、在教會裡也
一再地發生，甚至連熱心事奉上帝的人也不能豁免……

http://eq.biblekm.com.tw/eq_2/chaper_2-3.htm



長執會主席: “有一位新當選的執事，負責兩個小部門
，因為經驗不足，有點顧此失彼。我身為長執會主席
，想要幫他。我把他請到禮堂外面，問他有哪些事需
要別人幫忙。出乎我的意料，他大吼大叫，罵我瞧不
起人，擔任長老有什麼了不起！…… 我請他小聲點，
他卻更大聲，引來好多人圍觀，以為我們兩人快打起
來了。我趕快離開現場，找個安靜的地方禱告，求上
帝平靜我們兩人的心。”

http://behold.oc.org/mgz/eBH0086-T/eBH0086-
T/assets/common/downloads/publication.pdf



小組
討論
分享

建議題目:
閉嘴+祈禱

注意自己和別人的情緒
使人和睦的人
關係修補



總結

敬畏神 相信神

愛鄰舍

管理舌頭 情緒

同理心

實踐: 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
們可以得醫治。 (雅各書 5:16)



祈禱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
的呢、他就該歌頌。 (Jas. 5:13 CU5)



從雅各書談高E.Q.基督徒預告:

勝過世界的E.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