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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实质

能娶到苏，实在是我的荣幸。苏的父母不仅把他们的宝

贝女儿交付我手，并且为了表示娘家对我的接纳，苏的父亲

还把一份珍贵的传家宝一并交给了我：他们麦肯齐家的割草

机。这个交接仪式还颇为隆重。

不幸的是，我无法启动它！从外观我就断定它肯定是第

一代原创产品。无论我怎么尝试，都无法启动。我检查过所

有零件，唤起了心中所有积极的想法，尝试了所有方法──

它就是不动。

在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把它还给岳父的时候，我的确感到

很尴尬。我不是不领情，但为什么要去依靠一个事实证明并

不可靠的东西呢？我从这次割草机事件中学到了一些有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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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宝贵功课：相信不可靠的人或事物是令人心碎的。我发

现只有把信心放在可靠之人或可靠之物上面，信心才会产生

效力。我还发现在对某人或某事有信心之前，必须经过慎重

思考。

可能你已经注意到了，以上所讲的其实就是作一名基

督徒的意义，因为「信心」在基督教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举例来说，在新约中只要使徒保罗写信给教会，他最关

心的一定是他们的信心。他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歌罗西书

1:3-4），他为他们的信心祈求（以弗所书3:14-17），他因

他们的信心夸口（帖撒罗尼迦后书1:4），他竭力想要保守

他们的信心（加拉太书3:1-6）。的确，信心非常重要，以至

于新约有些地方直接用『信心』一词来描述基督教福音：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

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信。【 1】 

（使徒行传6:7）

我觉得这样的句子特别有意思。基督教福音可以被简

称为『这信』反应出信心在活出基督徒的身份上是多么的

重要。

【1】 译者注：『这信』和合本译为『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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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将更全面地来解释何为基督徒的信心。

我们会思考类似下面的这些问题：

�� �信心为什么如此关键？

�� �我们到底应该对什么/谁有信心？

�� �神为什么如此重视我们的信心？

�� �我们的信心应该对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之所以我们要探讨这些问题，是因为信心非常重要。不

仅如此，幼稚或错位的信心只会给我们带来失望和迷茫。之

前我割草机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基地

本书中，我们将一起攀登一些相当壮丽的经文山脉，

这些经文最终会帮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基督徒的信心。

这样的攀登绝对值得，因为山顶的景象不仅会让我们大开眼

界，让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盼望、安慰和安全感，也会让我们

因为看到神的大能和大爱而对他赞叹敬畏不已。

然而这些都是登顶后的景色。不论攀登什么山，都需要

先设立好基地：我们需要立定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定义，因为

它们能帮助我们顺利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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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好几处经文都可以用来安营，但我觉得罗马

书4:21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它这样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这节经文的背景，

是使徒保罗跟罗马的基督徒讲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就

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成为大国之父（创世记15:1-6）时亚伯

拉罕表现出来的信心。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的这个应许

是非常特别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亚伯拉罕自己已经年纪

老迈，而且同样年老的妻子撒拉，还一直无法怀孕。所以

亚伯拉罕拥有很多后裔的概念是想都不会想的。然而，亚

伯拉罕还是相信神。他对神有信心。

保罗向罗马的基督徒提起亚伯拉罕，是因为我们应该

持有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亚伯拉罕是伟大的信

心之父。新约中好几处都提到我们应该学习亚伯拉罕的样

式。【2】� 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完全相信神定能成就他所

应许的。

让我们更仔细的来看这一切的含义。稍后我们就会发

觉，这里非常适合安营。

【2】 除罗马书4章之外，其他相关经文参见加拉太书3:7-9和希伯来书11:8-12，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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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信

值得注意的是保罗用『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一句来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所有人提起「信心」都会

期待这样的描述。这样的描述暗指某人看到了相关证据，认

真思考了所有呈上来的证词，并且理智地分析了所有事实。

陪审团要完全相信所有的证词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们必须听完所有证词，考虑过所有证据，听完所有辩论，

然后才能作出一个合理的决定。

然而，很多人对信心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认为信心像

是在黑暗中飘忽不定的一种东西。信心常常被认为只是一种

非理性的感觉，而不是理智的信任。例如，微软英卡塔在线

词典对「信心」的第一定义就是『信任于，热衷于，或相信

某人或某物，特别是在没有逻辑证明的情况下』。另一本词

典所说的也几乎相同。韦氏词典把「信心」定义为『对神的

信任、信靠和忠心』。然而，它也把信心定义成『对无法证

明之事的坚信』。【3】

这样的信心不是圣经所定义的信心。圣经所说的信心不

是在缺乏证据或证明时的一种空洞的期盼，而是因为完全相

【3】 http://www.m-w.com/dictionary/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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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产生的依靠。基于圣经的信心是看到了证据，然后做出

一个经过理智考虑的决定。

在亚伯拉罕的例子中，他当时完全相信神能做到自己所

应许的，是因为他亲眼见过神持守自己的应许。这是因为神

在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众多后裔的同时，也应许了他会受到祝

福。这个应许已经在亚伯拉罕眼前成就了：创世记12-14章

读起来就像一个暴发户的故事。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都变成

了金子！这些生活经历让他体会到了创造宇宙的神是无所不

能的。因此，当神在创世记15章中向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裔

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神。亚伯

拉罕当时不是脑门放空，觉得神的应许听起来挺不错就相信

算了；他相信神是因为他已经亲眼看见过神的作为。他知道

神的能力，因此他完全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

新约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的信心，就如亚伯拉罕的信

心一样，应该是被确凿的事实完全说服而相信。让我们一起

来思考路加福音的开篇：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

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

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

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

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福音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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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给一位名叫提阿非罗的官写信，向他介绍有关耶稣的

事情。请注意他使用的这些字词和短语：『亲眼看见』，『从

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按着次序』，『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

是确实的』。很明显，路加不希望提阿非罗去相信没有证据的

东西。他希望提阿非罗能够被事实完全说服而相信。

使徒保罗对这个名叫非斯都的倒霉的罗马官长说了类似

的话：

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

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

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

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使徒行传26:25-26）

我们再次看到福音是关于真实又合理的事情。耶稣的降

生、受死和复活都是历史事件，很多人曾亲眼看见过。这些

事件都是可以公开检查并且详细调查的。【4】

因此，基于圣经的信心不是暖心的感觉或黑暗中非理性

的虚无缥缈。基于圣经的信心是出于对真实事件的深入理智

分析并且相信之后，对神的个人信靠。

【4】 由于篇幅关系，这本小书无法详细列举有关耶稣降生、受死和复活的历史证
据。如果你想要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约翰·迪克逊在他写的《The Christ 
Files》一书中，提供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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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圣经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真实

事件的深信不疑上的，因此信心总会通过行为体现出来。如

果一个人的信心在行为中没有体现，只能证明这个人根本没

有真正和完全地相信。所以在新约中信心和悔改常常是联系

在一起的。【5】� 「悔改」的意思是停止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

并且开始去做神喜悦的事情──就是心存感恩顺服神对我们

的旨意。

在基督徒生活中，悔改和信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

我们去读神的话语并且相信他所说的话，就会按照神的话语

改变自己的生活，为的是顺服他。因此悔改和信心都属于神

藉着他的话语和圣灵把我们塑造成基督之样式的过程。如果

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没有真实的信心，因为没有改变的生命

暴露了我们没有真正和完全相信。【6】

神的大能

我们的「基地」经文──罗马书4:21──也向我们指

出基于圣经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大能之上的：亚伯拉罕当

时『完全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这点非常重要，正

【5】 例如使徒行传20:21。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话的时候，他把自己讲道的
目的解释成『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

【6】 信心和行为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会在第4章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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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割草机的例子所证明的，只有把信心放在可靠之人或

可靠之物上面，才会有效果。好消息是：神永远是完完全

全可靠的神！

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既要愿意守信也要有能力守信。举

个例子，想象一下你要去机场赶飞机。但今天是阴雨天。我

可以承诺开车送你去机场，但除非我有自己的车（或借到一

辆车），不然我肯定无法信守诺言。我的失败在于我能力不

足。或者，我可能有自己的车，但因为怕被雨天湿滑的路弄

脏而不愿把它从车库开出来。在第二种情况中，我的失败在

于我的不愿意。

神的伟大就在于他总是愿意也总是能够信守诺言。他愿

意信守诺言的最大证据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保罗说耶稣

是神所有应许的『是的』（哥林多后书1:20）。换言之，耶

稣是神旧约中所有应许的最终成就。这些应许中就包括他对

亚伯拉罕的应许。藉着耶稣，神最终信守诺言，为他自己召

聚了一群特别且又蒙福的子民。

耶稣是神所有应许的实现不仅是对耶稣基督重要性的伟

大宣告，更是对神之信实的奇妙宣言。神决心要信守诺言，

乃至计划让他宝贵的儿子离开他的身边，降世为人，代替我

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真是说话算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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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别忘了，可信度不仅与意愿有关，也与能力有关。

让我们先回到我提出开车送你去机场的好意承诺。我的另一

个问题是我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所以就算我自己有车也

愿意开车送你，但还是有一些我无法控制的事情可能会发

生。我的车可能会发生故障；路况可能很糟糕，我们被堵在

路上了，你可能会因此错过航班；可能半夜有只狗在街上追

猫，一辆卡车为了要避开它们而撞上了电线杆导致了停电，

导致我的闹钟没有按时响起，而我也在本应接你的时间还在

甜蜜的梦乡中。请相信我，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在我们

控制之外的意外状况随时可能发生，从而导致我们突然间无

法做到之前承诺的事情。

然而，神的伟大就在于他总是能够信守诺言，因为没有

任何意外状况是神不能控制的。有一篇诗篇可以让我们明白

神的信实常常与他的主权是紧密相联的。让我们花些时间细

细揣摩下面这些美好的经文：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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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聚集海水如垒，

		收藏深洋在库房。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诗篇33:4-11）

 

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

		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

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

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

		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

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

你管辖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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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杀的人。

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

天属你，地也属你；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诗篇89:5-11）

以雅各的神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他守诚实，直到永远。（诗篇146:5-6）

诗篇不断重复同一个主题：神万事都能。他创造了万

有，他掌控万有，他也托着万有。因此没有什么能阻挡神要

做的事情。

这一切都述说了神无尽的信实。他既愿意也能够永远做

到他所应许的──而这几个黑体字需要重点注意。

神的应许

我们的基地经文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并不是把信心放

在自己的某个奇思妙想上面。而是把信心放在了神的应许上

面：他『完全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罗马书4:21）。

这看起来好像很明显，但其实这是现今对信心有许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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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现今有很多基督徒都误以为信心是对任何事情的盲

目相信，甚至有基督徒会都把信心看成一种正能量，只要相

信，任何事都能成。我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说：『噢，你生病

了吗？只要有信心你就会好起来』；或者『命运对你不公？

要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甚至『听说你家的房顶漏

了。要有信心，它会自我修复的。』

好吧，最后一个是我杜撰的。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了。有些人认为不论你希望发生什么，哪怕再无厘头，只要

你有信心，它就一定会发生。更有甚者，经常有人觉得某些

事没有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信心不够。有人曾对我认识

的一个姐妹说：『你依然单身是因为你对找对象的信心不

够。』还有人对我一个背部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说过：『你的

背之所以好不了，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7】

【7】 雅各书5:15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生病
是因为缺乏信心。然而，我觉得这是对经文的误解。圣经中被译作『病』一词
的原文词根（译者注：希腊文）是一个特殊词汇，在新约其他经文中也被译作

『倦』（参见希伯来书12:3和启示录2:3）。如果我们把这个意思代入雅各书
5:15，这段经文就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也更符合上下文的逻辑。雅各所指
的并不是肉体有病的人，而是在基督徒生活中属灵的病人──感到沮丧和
疲倦的人（即『倦』）──很可能是被卷入罪中的缘故。这样在17-18节中借用
以利亚的例子也就更为合理，因为以利亚也是在他的事工中感到沮丧（王上
19章）。跟19-20节中雅各提到的『失迷真道的弟兄』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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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不仅反映出这些人没有领会到神在圣经中

的应许，也反映出他们没能明白基于圣经的信心并不是相信

任何事情。基于圣经的信心是对神的应许的坚信不疑。亚伯

拉罕之所以对神会让他成为大国之父这件事有信心，是因为

这是神对他的特别应许。所以除非神特别应许过我们什么事

情，我们是没有正当理由对其充满信心的。【8】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或不应该向神求。我们当然可

以向神求。神也鼓励我们把自己想要的告诉他，因为他喜欢

听我们跟他说话（腓立比书4:6）。但是明白神是无所不能

的，和仅仅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满满就期待神一定会成就，

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基于圣经的信心就像亚伯拉罕

的信心一样──坚信神曾经特别应许过的事情。

【8】 有些人可能反对这个观点，并且指出耶稣在马可福音里的话：『所以我告诉
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
音11:24）。但是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这些话并不是空头支票，不是
说我们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去求任何事情，他都一定会成就。耶稣是在洁净耶
路撒冷圣殿和咒诅无花果树后说的这些话。我们先想一想无花果树在旧约
中常被用来象征以色列的事实，再想一想马可写作上的编排（无花果树─圣
殿─无花果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马可福音这个部分，耶稣的焦点在于
对神的百姓，即以色列民的拒绝，原因就是他们拒绝承认他是他们的基督。
当耶稣讲到『无论是什么』的时候，他所指的更像是他在召聚的新的百姓也
要被列入的祈求。这样耶稣在后面一节进一步解释赦罪的重要性也就变得
合理，因为耶稣正是藉着赦罪来召聚他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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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诱惑，就是认为这是个坏消息，若神能成就

我们想要的事情岂不皆大欢喜？事实上，这只会更糟糕。不

仅是因为神比我们要有智慧的多，更是因为神对我们的关照

总是优于我们对自己的关照。所以不论我对这些请求的感觉

如何，我都更愿意有一位慈爱、有智慧的神在我生命中成就

他的应许，而不是要一个满足我各样愚蠢要求的佣人。

基地经文带来的祝福

我希望你现在明白罗马书4:21为什么是我们安营的最好

地方。这节经文厘清了围绕着信心的很多迷惑和误解。它提

醒了我们基于圣经的信心是扎根在神的信实上的，并且我们

的基地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入且真实的安慰。让我用一个例子

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不久前我们全家去附近的公园野餐。那时有一个妈妈带

着她的儿子也去游玩。他们在草地上铺开垫子，在游乐场附

近坐了下来，但那个小男孩儿不愿意过去玩。好多孩子都在

游乐场里玩，但对他来说还是挺害怕的。

那个男孩儿看上去大概有3岁。最开始，他静静地坐在

妈妈旁边，看着其他孩子开心地玩耍。过了一会儿，他站了

起来，但还是站在垫子上，有一只手还搭在妈妈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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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看着其他孩子开心地玩耍。然后他鼓起勇气，走向游

乐场，但还是站在妈妈和游乐场的中间，之后又跑回来抱抱

妈妈。不久后，他终于走进游乐场，玩了一下滑梯，然后马

上冲回到妈妈那里，用力搂着妈妈。没过多久这个男孩儿就

跟其他孩子打成一片了──奔跑、戏笑、到处攀爬。但每过

一会儿，他都要跑回去抱抱妈妈──以确认他自己是安全

的。每次确认之后，就又能离开妈妈去游乐场开心地玩了。

我觉得我们也从未停止过这样的尝试。我们在不同时

期都需要有安全感。我们在生命中都需要一些靠得住的东西

──让我们感到能受到保护的地方。这会让我们在周间享受

生活的时候更有安全感。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从哪里获得这种安全感？去哪里寻

找这种安全感？很多人会在友谊（特别是我们的婚姻）中让

自己感到安全和特殊。也有人通过我们的孩子和家人寻找安

全感。还有些人从自己的事业或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中寻找安

全感，例如音乐或运动。就像那个小男孩儿跑去拥抱自己的

妈妈一样，我们会拥抱一个或几个类似上面列举过的东西，

并从中获得安慰。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靠这些东西

来获取自信、自我价值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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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变幻莫测的。其中很

多方面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如果爱人不再爱你了，你要

怎么办？如果朋友占你便宜而不是支持你，你要怎么办？如

果孩子不听话，你要怎么办？如果业绩突然下滑并最终导致

失业，你要怎么办？如果你遭遇意外，以后再也无法演奏音

乐或做运动了，你又要怎么办？如果你把自我价值感放在这

些事情上面，生活可能会变得相当艰难。把信心放在不可靠

的事情上面，可能会导致你心力交瘁。

但是，若把信心放在一位信实的神身上，结果可就不一

样了。如果你因为完全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而坚信神的

话，就会给你带来相当牢固的生命基础。你所依靠的锚可以

抵挡任何风暴。它也会带给你极大的安慰。

这些真理都出自我们的基地经文。让我们憧憬一下登顶

时将欣赏到的美妙景色吧！



20  |  信:一向都是来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