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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基督徒 

VII有真正的信心 

 

談到真的信心就有假的信心，市面上有真皮作的衣服，有仿製的皮，有真的有仿冒的，有真的也有

代替的，沒有比真得更真的了。雅各書提到如何才能有真正的信心，因為很多人有假的信心，不真實的

信心。很多人以為他自己是基督徒，但他們不是。雅各書提到真的與仿冒的有不同，有真的信徒有自以

為是信徒的。 

=> 首先雅各要你明白什麼不是真的信心。因為今天有太多的宗教派別告訴你要做一些甚麼才能進天堂，

你要分辨清楚。我們今天得救是因著信，單單相信。以弗所書 Ephesians 2: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By grace through faith you are saved.”為何雅各

又說信心加上行為呢？兩者都對，因為他們說的是不同的事情。你要了解經文的內容（content）。保

羅針對猶太人的律法主義 legalism—我必須得守住所有猶太的律法規定才能成為基督徒；雅各是針

對那些隨便的人（laxity）—不管你做什麼都可以，只要相信就可以（It does not matter what you do as 

long as you believe.）保羅提到的“work”（工作，行為，表現） 指的是 lifestyle of a christian. 基督

徒生活的方式，Act of love愛的表現；保羅注重於 root of salvation（得救的根源）是內在發生的事

（internal），內在發生了甚麼。雅各指的是（fruit of salvation）得救的果子，外在的表現（What show 

outside）。耶穌說從他所結的果子你就能認出他來；保羅指的是 How to know you are christian如何知

道你成為基督徒，雅各指的是 How to show you are christian.如何表現你是一個基督徒；保羅指的是

By faith alone how to become a believer.單靠信心你如何成為信徒，雅各談的是 How to behave like a 

believer.應有甚麼樣的行為作法才像個基督徒，兩者毫不衝突，矛盾。以弗所書 Ephesians 2:8-10「你

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By grace 

through faith for good work.”英文三個介係詞 by. through. for. 有一定的順序，如果顛倒就出問題了。

靠著主的恩“本乎恩，藉著信”因著信，為要叫我們行善；※我們得救只要單單接受主的恩典。 

→ 但我們要如何表示我們是基督徒呢？（How do we show us as a believer），雅各提到五件事，（James 

mentions five ways to show that we are christian.）可表現出是真實的，真的。有五個檢驗的原則。 

(1) v:14「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真

正信心不只是說說而已“claim”說，只是說說罷了，沒有真正的信心，每個人宣稱自己是基督徒，

教條，教義都懂，說的頭頭是道；每個人自稱是重生得救的，但生活方式卻完全看不出，嘴巴上說

一些似乎像基督徒的話，並不代表他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耶穌說

不是所有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拿著聖經，貼著標語不代表你是基督徒，不只宣告自己

是基督徒（professor），應該是擁有基督的人（possessor），只是口頭上的信心沒有價值。幾年前 Larry 

Flint美國色情雜誌的大亨宣稱他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但生活上看不出絲毫的改變；繼續出版他的色

情雜誌。雅各書說真正的信心不是你說說就好，看不到行為那是冒牌的。 

※真正的信心不僅只是你說的。 

(2)也不只是你的感受（feel），It is more than emotion. 它不僅是你情緒上的感受而已，你可能在情緒

上非常感動但卻不採取任何行動（never act on it.）你到教會感動的痛哭流涕，甚至起雞疙瘩卻沒甚

麼改變（never make difference）v:15-17「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

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什

麼益處呢？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你可以討論那些人多麼可憐，似乎生出了惻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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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說我們應該採取一些行動（We ought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彼此說我們做一些事吧！（Let’s 

do something about it.）卻竟然只走上前去對那些可憐的人說“快樂點吧”cheer up；說我真的關心你

（I really feel for you.）；但雅各書教導我們不能僅佇在那哩，只有感動是不夠的，那有幫助嗎？I can 

really relate, I can feel your pain.（我心有同感，我真的感受到你的痛）有用嗎？這時所需要不只是同

情 sympathy你要的是（system）一套作法採取行動（act on it.）。信心採取主動（faith take initiative），

真正的信徒，有真正的信心，很實際的（practical），與人直接互動的（get involved with people）。v:15，

當你加入神的大家庭你就承擔了一些責任，一個真正的信徒會採取行動關心（care about）其他的信

徒。約翰壹書 1 John 3:17「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

他裡面呢﹖」真正的信心表現出是慷慨、大方願意給。請問別人在危機時可以靠誰呢？半夜中可以

打電話給誰呢？約翰壹書 3:14「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

死中。」另一個證明我們得救的證據就是我們愛基督徒。你喜歡和其他基督徒在一起交通團契聚

會（fellowship）嗎？有很多人答“不見得”（not really ）。請問你是有什麼毛病（what’s wrong with 

you?）真正的信心喜歡和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你愛他們，別人看見我們的愛就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很多人說，我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I can’t meet everybody’s need）你說的沒錯，但你能幫助一些

人滿足一些人的需要。（you can meet somebody’s need）甚至耶穌也無法（Even Jesus can’t meet any 

need）滿足任何人的需求。雅各書說如果我的信心無法引我去幫助一些人的需要，某些事鐵定出了

問題（something is wrong.）。v:17「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如果我不去幫助別人我的信

心是死的。 

你要真正的信心嗎？ 

(1) 它不只是你說說就好（not something you said ）。 

(2) 它不僅只是你感覺就好（more than something you feel）。 

(3)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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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也不只是你的想法看法，（not something your think）。對某些人來說信

心好像是求知的旅程，知識，智能的旅程，只是用來研究的，可以去討論辯論的；但雅各書說 v:18

這些人只會討論似乎是了解了，他們會說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我們各人殊途同歸，個人都可

以有不同的路，不要擔心，不要想叫我做任何的委身，任何的承諾。v:18 英文版有 show me“我

們來辯吧，你說你的”；雅各書特別用這個字，教導我們真正的信心是看的見的 it is visible, you can 

see it.是很透明清楚的，現在教會界就有一大批不太確定自己是否是基督徒的人，因為只有上帝才知

道，這些人算是嗎？你看不透他們，你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看不出見證怎麼是呢？信心沒有味道

本身也是看不見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宣稱自己是基督徒，雅各書說“show me”表現出來給我看，

你可以證明，信心好像卡路里你看不見它，但卻看得見結果。“prove it. Let your action back up your 

words.”證明給我看，讓你的行動支持你的話，支持你所說的。譬如你知道健康的重要，但問你飲

食有節制嗎？你說沒有；有運動嗎？沒有；有好好休息嗎？沒有；你有吃維他命嗎？沒有；你有做

體檢嗎？沒有。說的沒有用，看行動就知道。信心應該可以看得見表現；一個基督徒不聚會，不讀

經，不十一奉獻，不為主作見證領人歸主，不參加生命供應站（小組），答案如果都是否定的怎知你

是基督徒。有些人以為自己是，但卻不是。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5: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

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start becoming new.”不是一夜都變成新的了，是漸漸

地改變了生命。你觸電 220V 一定自己知道的。生命沒有改變的要想想主的生命是不是在你裡面。

吉米卡特自傳裡面提到“如果你因是基督徒被捕，有足夠的證據定你的罪嗎？”這是很好的問題。

生命改變證明我們是基督徒，真正的信心總是帶來改變。 

(4) 真正的信心也不僅是知識上的。v: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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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信有神，信聖經，信有魔鬼，也會背經文，雅各說這算什麼，“I believe in God.”只是我信神，

不能帶你進天國，因為撒旦也信有神。箴言：“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人人都信有神，撒旦比你

更懂神學，比你懂得更多，但撒旦卻戰驚；為什麼？撒旦了解神的威嚴偉大（majesty of God）。信

在希臘文中翻出來是“to trust Him, to cling to Him, to rely on, to give self, to commit yourself to.”交託

信賴，依靠，委身的意思。我相信有希特勒但我不是納粹；我是基督徒不只是頭腦信，是我心深信。

只知道有上帝還不夠，真正的信不只說我信….但卻不去行道。那真正的信心是什麼？雅各用下面

的例子來說明。 

(5) 信心是你作的才算 real faith is something you do. v:21「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

豈不是因行為稱義嗎？」v:25「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樣因行為

稱義嗎？」不是被動的是主動的承諾，委身（commitment）。亞伯拉罕是猶太人，喇合是外邦人，亞

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始祖，喇合是個妓女，一個是大家知道的人物，一個是名不經傳的人物。其實

你是誰都不關重要，你擁有的東西更重要。這兩位都有共通點，他們對上帝的信心使他們採取行動，

v:22-24「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

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故事背景大家都熟知，亞伯拉罕在獻上他兒子之前 25年就是信上帝的人，他不是因他的行為得救，

這只表現出他信心的大小，相信的有多少。亞伯拉罕順服神，他立刻採取行動，….注意，他說“We 

will return”我們會回來，多麼大的信心，他知道上帝會預備，甚至使他兒子從死裡活過來。上帝要

試驗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應是上帝自己，他有行動，他的行動證明了他的信心。喇

合，約書亞記第二章記載她的故事，冒自己生命危險救了探子，後來竟在耶穌的家譜中。Our faith is 

not determined by what we do, it is demonstrated by what we do.我們的信心不是因我們作什麼來決定

的，而是藉著我們作的表現了出來。 

→ George Blunden喬治布蘭登在 1967年要走鋼索過尼加拉瀑布，一吋一吋小心翼翼，大家看得緊張得

不得了，他竟然走過去了；大家拍手驚呼，正當大家驚呼時，他說他要走回去，他也走回去了，群

眾緊張過後無不興奮歡呼；這次布蘭登說我還要再走一遍，只是這一次我要在我背上背個小桶，小

桶裝滿了土，也走過了；第十次，他向觀光客問大家的感覺如何，大家都回答這是不可相信的表演，

太神奇了，他問他們，你們以為我可以過去過來幾次？大家公認既然十次都走過了，相信你一天隨

時都可以走得過去，布蘭登說“你真的相信我？”觀光客說“真的相信你。”布蘭登說“那你坐進

桶子裡來我們一起走過去吧！” 

上帝也同樣向你發出這樣的邀請，“put your money, action, time where your mouth is.”你既然信就證

明給我看吧！把金錢、行動放進你的相信吧！不要只是說說而已！我們的行動比聲音更有力。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13:5「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

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嗎？」“test”檢視自己，我是真正有信心的？我真是基督徒嗎？

我生活有改變？與外邦人不同嗎？ 

信心沒有行動，這樣的信心有什麼用呢？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呢？你可以確定，因為以弗所書

Ephesians 2:8-10「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

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

叫我們行的。」神的恩臨到你（reach down to you），加上你的意願 I want you Lord. 對主說我要和你

建立生命的關係，求主進入我生命做主，赦免我的罪，主就應許你，接受你。約翰壹書 1 John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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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信心的重要性。希伯來書 11:6 

2. 信心的定義？ 

3. 怎麼知道你有信心？ 

4. 信心的起頭？ 

5. 你有經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