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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行为信心与行为
雅各书：二14‾26

14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甚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15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雅各书： 1 26

16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甚么益处呢？

17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18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19 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19 你信 神只有 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20 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21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22 可见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22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23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 神的朋友。
24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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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26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信心跟行为从一 始就是雅各所看重的、所关切的一个主题，
进到二14雅各再进一步地作了深刻的描绘 说明 我们从几方面来看：进到二14雅各再进 步地作了深刻的描绘、说明。我们从几方面来看：

一、信心跟行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乃是在于说：口说无凭，
也就是「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

请问信心有没有知识的层面？大概没有人会反对信心应该是有知识的层面。
长久以来，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明白后相信？还是先相信后明白？

当然有的人就会比较偏重说 你要先相信 你才会明白当然有的人就会比较偏重说：你要先相信，你才会明白。

怎么可能一定要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之后，你才能相信呢？

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相信了。这样的人当然是用心良苦，
心中非常的急切，他希望有人在针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能够赶快相信，

所以就会强调说「要先相信才能够明白」
也有人说 如果没有基本对于信仰内容的了解 知识的话 怎么相信呢？也有人说，如果没有基本对于信仰内容的了解、知识的话，怎么相信呢？

我们的信心不可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事上，对不对？

当然这个也会牵涉到一个问题，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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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也会牵涉到 个问题，请问：
「基督徒信仰的内容，到底是合乎理性的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说合乎理性是指基于事实的基础的话，当然基督徒有十足的把握说：
我们信仰的根基 信仰的内容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内容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但是如果合乎理性是指：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能够理解、能够经得起我理智的考验，
而且要符合所有自然律、人生的经验的验证，那才代表它是合理的，

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圣经从创世记到 启示录，记载很多的东西、内容，

是超乎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超乎人生的经验、甚至超乎自然律的范围。

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就可以大剌剌的说：基督徒 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合理性的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可以大剌剌的说：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合理性的。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要如何的去回应呢？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

虽然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我们信仰的根基，虽然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我们信仰的根基，
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但是有太多的地方是超越人生的经历，超越自然律的范畴：

自然律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工作的方式不受自然律的限制

如果从这样子来看，信心当然是需要有一个超越的眼光—

合理的、不合理的 但却同时是超越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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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不合理的，但却同时是超越理性的
所以我们说信心其实是有知识的层面，但它同时也有经验的层面。



「信心」这个字，
是我们日常用语常会听到的 很多人会使用的是我们日常用语常会听到的、很多人会使用的，

当一个人说「我有信心」的时候，
这就代表说他很清楚某一些的事情很有把握，

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预测事情可能会这样子的发生，

会这样子的发展，而且他也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处理得很好，

可以把它做得很完美 尽善尽美可以把它做得很完美，尽善尽美。

这是在社会当中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有能力，感觉到他可以掌控全局的人，
他们会有的一种表现、信心，当然这有它的价值。

可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其实不仅只是如此，
信心不是单单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信心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圣经所说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

它的对象，常常重要性是超过我们这个人，

圣经所说的信心 不只是对耶稣 对上帝的客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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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所说的信心，不只是对耶稣、对上帝的客观知识，

还包括了委身、交托、跟随的信心

请问：末日的审判是根据认信？就是指着我们承认信仰。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各个团体对于圣经或是说对于信仰核心的内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各个团体对于圣经或是说对于信仰核心的内容，
有它很独特的见解跟看法，把这些内容用条列化、节经式的把它表达出来，

就被称为是信条或是信仰告白，

就变成一个人信心所相信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陈述。

我们刚刚的问题是说：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到底上帝衡量我们的时候，
是看我们能不能把信仰的内容很清楚的把它念出来 背出来是看我们能不能把信仰的内容很清楚的把它念出来、背出来？
还是说是看我们的生命果子？凭心而论，其实两者都很重要。
一个人能够背使徒信经，对核心教义可以说就已经有很正确的认识个人能够背使徒信经，对核 教义可以说就已经有很正确的认识

可是对基督徒而言，信心不只是对信仰的内涵有正确的了解，

还包括了他要有经历、必须要有所实践

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是一个信仰的入门，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他必然会在这个正确的信仰内容上，

会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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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
他在信仰的实践上他是会委身的、他会摆上的。

到底是先明白后相信？还是先相信后明白？…
其实明白跟相信，二者是相辅相成，但是它的关键是在于说：其实明白跟相信，二者是相辅相成，但是它的关键是在于说：

当有些事情无法一下子透澈明白的时候，会因为向着神有敬畏的心，

知道说若那是出于神的，你就用信心去接受，这变得是很重要。

从初代教会、或是说从中世纪，就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格言：
「我相信为的是要明白」、「信心会带出理解的动机」，
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两者其实不应该有绝对的冲突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两者其实不应该有绝对的冲突，

真正的信心不会叫一个人在明白真理的事上懒惰或是说闲懒。

举的例子就是当肢体有缺乏、或是说有能力去帮助人，举的例子就是当肢体有缺乏、或是说有能力去帮助人，
却不采取实质行动的时候，这是不对的，这是应该被责备的。

如果有人有缺乏，我们只是嘴巴说：「唉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穿 」 是 意愿你穿得暖，吃得饱。」这不是神的心意！

因为你如果有能力帮助他，在这个时候不是只是说这个话，
而是采取实际的行动 去分享 去帮助他。你有信心，你知道神会供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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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去分享、去帮助他。你有信心，你知道神会供应他，
你为什么不认为神会透过你去供应他？信心要有实质的行为。

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属鬼魔的。
对基督徒而言 信仰的内涵有很多 非常的丰富 其中关键或是说最初的一点对基督徒而言，信仰的内涵有很多，非常的丰富，其中关键或是说最初的 点，

就是相信神的存在，相信上帝的独一性等等。
二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的确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有更多的人虽然相信有神，但是他们不认为神是独一的

可是我们绝对不能自满于「好 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可是我们绝对不能自满于「好，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
雅各说「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魔鬼当然还有一个差别，牠是战惊的，

因为牠是与神为仇的，牠是终不悔改，最后牠将要面对的是审判跟毁灭。

能够让一个人从不相信有神到相信有神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还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因为除了理性的认同之外，还要有实质的行动。

二20「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虚浮当然就是指着空洞，如果只是你认为你相信，

或是这个相信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知道某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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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这个相信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知道某 些事情，

雅各说这是一种空洞的状况、没有实质的内涵。



三、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真信心也必然带出顺服的行动…
进一步用亚伯拉罕来作例子：亚伯拉罕具有崇高的地位跟品格进 步用亚伯拉罕来作例子：亚伯拉罕具有崇高的地位跟品格，

创十二上帝呼召他、拣选他，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也就是因为踏出了信心的一步，

亚伯拉罕继续不断认识神，并且是跟随上帝的脚步跟人生。

亚伯拉罕的信心跟行为是以他献以撒为例子：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二21‐23「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信心之父，
加三7、9「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信心是关键，而亚伯拉罕之所以有信心呢？

是因为神主动的向他显现 向他说话 呼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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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神主动的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呼召他，

赐他应许，并且逐步地成就应许。

对于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如果问说你我为什么会信耶稣？会成为基督徒？

就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缘故；也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就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缘故；也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无助，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

也看见上帝把得救的信心赏赐给我们，

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使我们重生，

使我们认识祂、信靠祂、跟随祂、事奉祂

盼望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愈来愈亲密 而且是愈来愈美好盼望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愈来愈亲密，而且是愈来愈美好。

但是神除了向亚伯拉罕显现、赐福给他之外，圣经也很清楚讲到祂试验他的信心。
信心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当雅各在这边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时候，信心 定要经得起考验，当雅各在这边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时候，

他似乎在隐藏的里面，强调「信心受试验」的这样子的一件重要事实。
撒但试探人是要叫人屈服、叫人远离上帝

神试验人的话，却是要人顺服，要使神的心意得以满足

不过当我们看创廿二1‐19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无法避免的会觉得说：上帝的吩咐竟然是这么样的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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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无法避免的会觉得说：上帝的吩咐竟然是这么样的奇怪，

这么样的不合理，而且更是与祂一直以来的应许是明显的有冲突！

这个就是信心跟行为必须要同时并进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神还对他说去哪里献呢—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还对他说去哪里献呢 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去」这个字很重要，和合本翻成「去」的这个字，事实上就是「行为」，
也可以翻成「事奉」，就是行在神的面前，当然就是出于信心的行为。
创世记的笔法，很多的时候就是用「行在上帝的面前」来描述族长的信仰

当然也可以用来描述敬拜的实质。信仰、真实的敬拜，就是跟随、

生行在上帝的面前 没有活在上帝的面前 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敬拜的一生行在上帝的面前；没有活在上帝的面前，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敬拜的

摆在亚伯拉罕面前的那个因着信心而带出来的行为，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因为信实的上帝此刻竟然要拆毁祂所建立的、按着祂所应许所赐下来的，因为信实的上帝此刻竟然要拆毁祂所建立的、按着祂所应许所赐下来的，

现在竟然要他献上—把儿子献上为祭！

上帝的命令似乎跟祂的旨意是违背的，是产生了对立跟冲突。
也迫使了亚伯拉罕在那里思考信心的本质—他到底愿不愿意因着信而冒险？
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是如此，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一种冒险

而现在吩咐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也是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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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吩咐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也是冒险

亚伯拉罕经得起信心的考验，因为他不只有真实的信心，他的信心有实质的行为。

为什么亚伯拉罕当时没有迟疑、能够下手呢？

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实的，因为认识上帝的大能，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实的，因为认识上帝的大能，
上帝是使无变有、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

来十一17‐19从信心的角度叙述亚伯拉罕的时候，所说的重点。

亚伯拉罕在信心带出的行为上、遵行上帝的旨意上、

在面对信心的考验上，一点都没有打折扣，

以致于最后在最关键的时刻 上帝透过天使叫亚伯拉罕停下来以致于最后在最关键的时刻，上帝透过天使叫亚伯拉罕停下来，
创廿二12「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献以撒？到底他这个因着信心而有的行动蒙上帝悦纳了吗？

创廿二16‐17「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
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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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亚伯拉罕是把以撒献上了，而且这个因着信心而有的行为是蒙神悦纳了。



喇合是另外一个信心跟行为齐头并进的例子，
就身分而言 喇合是一个妓女 在当时的社会上 其实也包括现在就身分而言，喇合是 个妓女，在当时的社会上、其实也包括现在，

大概是比较不容易被人接受的，甚至说这样子的人是属于声名狼藉

就伦理而言呢，喇合所做的是什么？是一个说谎的行动

她接待了两个探子，这些人对她而言是陌生人，
她后来很快的知道他们的身分，但是她并没有改变热切接待他们的初衷。

教会拒绝接待外表 体面的人 可是我们看见本身她的 作 她的职业教会拒绝接待外表不体面的人，可是我们看见本身她的工作、她的职业

就是不体面的人，却竟然愿意接待上帝的百姓，就是探子。

亚伯拉罕跟喇合都是接待、款待陌生人的很积极、很正面的例子。亚伯拉罕跟喇合都是接待、款待陌生人的很积极、很正面的例子。

喇合得救，到底她是靠什么呢？

就伦理的层面来说，就是：说谎。如果喇合说实话的话，结果是什么？
不仅是这两个探子丧命，连她自己也会以判国的罪名被处决。

我们知道在旧约伦理或是整个圣经伦理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容易的，
可是呢 雅各竟然还是非常的理所当然可是呢，雅各竟然还是非常的理所当然

把它放在雅各书当中作为一个实质的例子。

那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原先的记载…
书二9‐11「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书二9‐11「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

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尽行毁灭。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

这个是他们很自然的反应 你如果看到一个民族在所行的事上所向披靡这个是他们很自然的反应，你如果看到一个民族在所行的事上所向披靡，
真的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惊恐，特别在当时这些百姓要进到迦南地来，

他们是朝着这个目标而来，对他们而言，所产生的是极大的威胁。

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这是当喇合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对喇合而言，她不是单单对以色列的上帝、宇宙万有的主宰有一个客观的了解，

而是她愿意采取实质的行动 而且她所关切的不单是她自己得救的问题而是她愿意采取实质的行动。而且她所关切的不单是她自己得救的问题，

还包括她的父母、兄弟跟姊妹，还有一切属他们的，要「拯救我们性命不死。」

喇合不单单是因为一些客观的新闻的报导，对于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历史，
包括他们在埃及地上帝怎么用十灾来带领他们 如何的过红海包括他们在埃及地上帝怎么用十灾来带领他们、如何的过红海、

如何的在旷野的时候上帝供应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在争战中得胜…，
这些客观的消息，在当时用口头的传播，

比我们今天的媒体传播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这些客观的知识对喇合而言，她还采取了分辨跟主观的行动。

她提出说希望以色列人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她提出说希望以色列人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她跟她的全家能够得救，她这样子的一个请求当然也得到了允准。

当然，是需要有一个标志的，这两个探子就说要把红线系在窗户上面，当然，是需要有 个标志的，这两个探子就说要把红线系在窗户上面，
而且全家的人都必须要在房间里面，

不可以离开那个系上红线的那个房子。

喇合在这件事情上面采取了一个顺服的行动。
迦南地的人已经知道上帝大能的作为，

但是只有喇合有所行动 或是说只有喇合把握了机会采取了行动但是只有喇合有所行动，或是说只有喇合把握了机会采取了行动，
这个顺服的行动，使得喇合自己跟她的全家都得蒙了拯救。

所以接下去雅各就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我们人的身体有物质的部分 跟非物质的部分我们人的身体有物质的部分、跟非物质的部分，

非物质的部分当然就是指的灵魂的部分，如果灵魂跟身体分离了，

这个物质的身体等于就死掉了，就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

所以一个人他是否活着，这个人能否发挥他的功用，
跟灵魂在他的身体里面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同样地 信心跟行为也有这样子的 个关系同样地，信心跟行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信心如果可以拿来比喻灵魂的话，

那么行为就好像是身体一样，是采取行动。那么行为就好像是身体 样，是采取行动。

我们有了信心就代表我们已经有了灵魂，
不只是有灵魂，甚至如果用希伯来人的说法，我就是灵魂，

因为灵魂就是我的自我，这个灵魂的存在绝对是要有行动的彰显，

信心是要有行为的。

雅各举的两个例子是非常的实质 也非常的生动雅各举的两个例子是非常的实质，也非常的生动，
但愿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



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感
借着过去我们听到许多的讲台的信息，
许多主日学的教导，许多朋友的见证，

我们都听到了你的话，

我们的信心也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你的话语上。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有那种知识性的信心，
更有经验式的信心；

求主让我们在真实信心的基础上，能够有顺服的行为，
好叫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得着荣耀。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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