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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心與行為心與行為
雅各書：二14~26

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

15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雅各書 二14 2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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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甚麼益處呢？

17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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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19 你信 神只有 位 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 卻是戰驚

20 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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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22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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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妓 喇合接待使者 放他 別的路 出去 也是 樣 為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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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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信心跟行為從一開始就是雅各所看重的、所關切的一個主題，

進到二14雅各再進一步地作了深刻的描繪、說明。我們從幾方面來看：進到二14雅各再進 步地作了深刻的描繪、說明。我們從幾方面來看：

一、信心跟行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乃是在於說：口說無憑，

也就是「信心如果沒有行為，是死的。」

請問信心有沒有知識的層面？大概沒有人會反對信心應該是有知識的層面。

長久以來，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到底是先明白後相信？還是先相信後明白？

當然有的人就會比較偏重說：你要先相信 你才會明白當然有的人就會比較偏重說：你要先相信，你才會明白。

怎麼可能一定要所有的東西都明白之後，你才能相信呢？

如果這樣子的話，你可能一輩子都不能相信了。這樣的人當然是用心良苦，信了

心中非常的急切，他希望有人在針對耶穌基督的福音上面能夠趕快相信，

所以就會強調說「要先相信才能夠明白」

也有 說 如果沒有基本對於信仰內容的瞭解 知識的話 怎麼相信呢？也有人說，如果沒有基本對於信仰內容的瞭解、知識的話，怎麼相信呢？

我們的信心不可能建立在虛無縹緲的事上，對不對？

當然這個也會牽涉到一個問題，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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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也會牽涉到 個問題 請問

「基督徒信仰的內容，到底是合乎理性的呢？還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如果說合乎理性是指基於事實的基礎的話，當然基督徒有十足的把握說：

我們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內容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我們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內容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

但是如果合乎理性是指：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能夠理解、能夠經得起我理智的考驗，

而且要符合所有自然律、人生的經驗的驗證，那才代表它是合理的，

如果這樣的話，就會發現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記載很多的東西、內容，

是超乎人的理性所能夠理解、超乎人生的經驗、甚至超乎自然律的範圍。

這樣子的話，很多人就可以大剌剌的說：基督徒 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合理性的這樣子的話，很多人就可以大剌剌的說：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合理性的。

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要如何的去回應呢？就進到另外一個層次…

雖然基督徒相信聖經所記載的、我們信仰的根基，雖然基督徒相信聖經所記載的 我們信仰的根基

是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

但是有太多的地方是超越人生的經歷，超越自然律的範疇：

自然律是上帝所設立的，上帝工作的方式不受自然律的限制

如果從這樣子來看，信心當然是需要有一個超越的眼光—

合理的、不合理的，但卻同時是超越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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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不合理的，但卻同時是超越理性的

所以我們說信心其實是有知識的層面，但它同時也有經驗的層面。



「信心」這個字，

是我們日常用語常會聽到的、很多人會使用的，是我們日常用語常會聽到的、很多人會使用的，

當一個人說「我有信心」的時候，

這就代表說他很清楚某一些的事情很有把握，

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預測事情可能會這樣子的發生，

會這樣子的發展，而且他也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處理得很好，

可以把它做得很完美 盡善盡美可以把它做得很完美，盡善盡美。

這是在社會當中很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有能力，感覺到他可以掌控全局的人，

他們會有的一種表現、信心，當然這有它的價值。們 有 信 價

可是聖經所說的信心其實不僅只是如此，

信心不是單單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信心也不是以自我為中心

聖經所說的信心是以神為中心，

它的對象，常常重要性是超過我們這個人，

聖經所說的信心，不只是對耶穌、對上帝的客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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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所說的信心，不只是對耶穌、對上帝的客觀知識，

還包括了委身、交託、跟隨的信心

請問：末日的審判是根據認信？就是指著我們承認信仰。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各個團體對於聖經或是說對於信仰核心的內容，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各個團體對於聖經或是說對於信仰核心的內容，

有它很獨特的見解跟看法，把這些內容用條列化、節經式的把它表達出來，

就被稱為是信條或是信仰告白，

就變成一個人信心所相信內容的一個很重要的陳述。

我們剛剛的問題是說：將來我們在審判台前，到底上帝衡量我們的時候，

是看我們能不能把信仰的內容很清楚的把它念出來 背出來？是看我們能不能把信仰的內容很清楚的把它念出來、背出來？

還是說是看我們的生命果子？憑心而論，其實兩者都很重要。

一個人能夠背使徒信經，對核心教義可以說就已經有很正確的認識個人能夠背使徒信經 對核心教義可以說就已經有很正確的認識

可是對基督徒而言，信心不只是對信仰的內涵有正確的瞭解，

還包括了他要有經歷、必須要有所實踐

一個人口裡承認、心裡相信，這是一個信仰的入門，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說他必然會在這個正確的信仰內容上，

會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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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
他在信仰的實踐上他是會委身的、他會擺上的。

到底是先明白後相信？還是先相信後明白？…
其實明白跟相信，二者是相輔相成，但是它的關鍵是在於說：其實明白跟相信 二者是相輔相成 但是它的關鍵是在於說：

當有些事情無法一下子透澈明白的時候，會因為向著神有敬畏的心，

知道說若那是出於神的，你就用信心去接受，這變得是很重要。

從初代教會、或是說從中世紀，就已經有一個很重要的格言：

「我相信為的是要明白」、「信心會帶出理解的動機」，

一直強調的就是這兩者其實不應該有絕對的衝突，一直強調的就是這兩者其實不應該有絕對的衝突，

真正的信心不會叫一個人在明白真理的事上懶惰或是說閒懶。

舉的例子就是當肢體有缺乏、或是說有能力去幫助人，舉的例子就是當肢體有缺乏 或是說有能力去幫助人

卻不採取實質行動的時候，這是不對的，這是應該被責備的。

如果有人有缺乏，我們只是嘴巴說：「唉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願你穿得暖，吃得飽。」這不是神的心意！

因為你如果有能力幫助他，在這個時候不是只是說這個話，

而是採取實際的行動、去分享、去幫助他。你有信心，你知道神會供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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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採取實際的行動 去分享 去幫助他 你有信心，你知道神會供應他，

你為什麼不認為神會透過你去供應他？信心要有實質的行為。

二、沒有行為的信心是屬鬼魔的。

對基督徒而言，信仰的內涵有很多，非常的豐富，其中關鍵或是說最初的一點，對基督徒而言，信仰的內涵有很多，非常的豐富，其中關鍵或是說最初的 點，

就是相信神的存在，相信上帝的獨一性等等。

二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

的確這個世界上很多的人他們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有更多的人雖然相信有神，但是他們不認為神是獨一的

可是我們絕對不能自滿於「好，我們相信神只有一位 ，可是我們絕對不能自滿於「好，我們相信神只有一位」，

雅各說「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魔鬼當然還有一個差別，牠是戰驚的，

因為牠是與神為仇的，牠是終不悔改，最後牠將要面對的是審判跟毀滅。

能夠讓一個人從不相信有神到相信有神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這還不是聖經所說的信心，因為除了理性的認同之外，還要有實質的行動。

二20「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

虛浮當然就是指著空洞，如果只是你認為你相信，

或是這個相信只是停留在知識的層面，知道某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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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這個相信只是停留在知識的層面，知道某一些事情，

雅各說這是一種空洞的狀況、沒有實質的內涵。



三、信心跟行為是並行的，真信心也必然帶出順服的行動…
進一步用亞伯拉罕來作例子：亞伯拉罕具有崇高的地位跟品格，進 步用亞伯拉罕來作例子：亞伯拉罕具有崇高的地位跟品格，

創十二上帝呼召他、揀選他，神要亞伯拉罕離開他的本地本族父家，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也就是因為踏出了信心的一步，

亞伯拉罕繼續不斷認識神，並且是跟隨上帝的腳步跟人生。

亞伯拉罕的信心跟行為是以他獻以撒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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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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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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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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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在聖經當中被稱為信心之父，

加三7、9「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信心是關鍵，而亞伯拉罕之所以有信心呢？

是因為神主動的向他顯現，向他說話，呼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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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神主動的向他顯現，向他說話，呼召他，

賜他應許，並且逐步地成就應許。

對於活在新約時代的我們，如果問說你我為什麼會信耶穌？會成為基督徒？

就是因為有人跟我們傳福音的緣故；也是因著聖靈在我們心中工作，就是因為有人跟我們傳福音的緣故；也是因著聖靈在我們心中工作，

讓我們看見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無助，我們需要耶穌的拯救

也看見上帝把得救的信心賞賜給我們，

這是聖靈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使我們重生，

使我們認識祂、信靠祂、跟隨祂、事奉祂

盼望我們與主耶穌基督的關係是愈來愈親密，而且是愈來愈美好。盼望我們與主耶穌基督的關係是愈來愈親密，而且是愈來愈美好。

但是神除了向亞伯拉罕顯現、賜福給他之外，聖經也很清楚講到祂試驗他的信心。

信心一定要經得起考驗，當雅各在這邊講到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時候，信心 定要經得起考驗 當雅各在這邊講到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時候

他似乎在隱藏的裡面，強調「信心受試驗」的這樣子的一件重要事實。

撒但試探人是要叫人屈服、叫人遠離上帝

神試驗人的話，卻是要人順服，要使神的心意得以滿足

不過當我們看創廿二1‐19上帝吩咐亞伯拉罕獻他的兒子以撒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無法避免的會覺得說：上帝的吩咐竟然是這麼樣的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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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無法避免的會覺得說：上帝的吩咐竟然是這麼樣的奇怪，

這麼樣的不合理，而且更是與祂一直以來的應許是明顯的有衝突！

這個就是信心跟行為必須要同時並進的一個很關鍵的點，

神還對他說去哪裡獻呢—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還對他說去哪裡獻呢 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去」這個字很重要，和合本翻成「去」的這個字，事實上就是「行為」，

也可以翻成「事奉」，就是行在神的面前，當然就是出於信心的行為。

創世記的筆法，很多的時候就是用「行在上帝的面前」來描述族長的信仰

當然也可以用來描述敬拜的實質。信仰、真實的敬拜，就是跟隨、

生行在上帝的面前；沒有活在上帝的面前 是不可能有真實的敬拜的一生行在上帝的面前；沒有活在上帝的面前，是不可能有真實的敬拜的

擺在亞伯拉罕面前的那個因著信心而帶出來的行為，不是一條容易的路，

因為信實的上帝此刻竟然要拆毀祂所建立的、按著祂所應許所賜下來的，因為信實的上帝此刻竟然要拆毀祂所建立的 按著祂所應許所賜下來的

現在竟然要他獻上—把兒子獻上為祭！

上帝的命令似乎跟祂的旨意是違背的，是產生了對立跟衝突。

也迫使了亞伯拉罕在那裡思考信心的本質—他到底願不願意因著信而冒險？

上帝呼召他的時候是如此，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一種冒險

而現在吩咐他獻上以撒的時候也是冒險

11

而現在吩咐他獻上以撒的時候也是冒險

亞伯拉罕經得起信心的考驗，因為他不只有真實的信心，他的信心有實質的行為。

為什麼亞伯拉罕當時沒有遲疑、能夠下手呢？

因為他知道神的應許是確實的，因為認識上帝的大能，因為他知道神的應許是確實的，因為認識上帝的大能，

上帝是使無變有、叫人從死裡復活的上帝。

來十一17‐19從信心的角度敘述亞伯拉罕的時候，所說的重點。

亞伯拉罕在信心帶出的行為上、遵行上帝的旨意上、

在面對信心的考驗上，一點都沒有打折扣，

以致於最後在最關鍵的時刻 上帝透過天使叫亞伯拉罕停下來以致於最後在最關鍵的時刻，上帝透過天使叫亞伯拉罕停下來，

創廿二12「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也不可害他！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亞伯拉罕到底有沒有獻以撒？到底他這個因著信心而有的行動蒙上帝悅納了嗎？

創廿二16‐17「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著

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的星 海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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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亞伯拉罕是把以撒獻上了，而且這個因著信心而有的行為是蒙神悅納了。



喇合是另外一個信心跟行為齊頭並進的例子，

就身分而言，喇合是一個妓女，在當時的社會上、其實也包括現在，就身分而言，喇合是一個妓女，在當時的社會上、其實也包括現在，

大概是比較不容易被人接受的，甚至說這樣子的人是屬於聲名狼藉

就倫理而言呢，喇合所做的是什麼？是一個說謊的行動

她接待了兩個探子，這些人對她而言是陌生人，

她後來很快的知道他們的身分，但是她並沒有改變熱切接待他們的初衷。

教會 待外表 體 是我 看見本身她 作 她 職業教會拒絕接待外表不體面的人，可是我們看見本身她的工作、她的職業

就是不體面的人，卻竟然願意接待上帝的百姓，就是探子。

亞伯拉罕跟喇合都是接待、款待陌生人的很積極、很正面的例子。亞伯拉罕跟喇合都是接待 款待陌生人的很積極 很正面的例子

喇合得救，到底她是靠什麼呢？

就倫理的層面來說，就是：說謊。如果喇合說實話的話，結果是什麼？

不僅是這兩個探子喪命，連她自己也會以判國的罪名被處決。

我們知道在舊約倫理或是整個聖經倫理的角度來講，不是很容易的，

可是呢 雅各竟然還是非常的理所當然可是呢，雅各竟然還是非常的理所當然

把它放在雅各書當中作為一個實質的例子。

那我們要稍微解釋一下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回到原先的記載…
書二9‐11「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書二9‐11 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

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

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並且你們怎樣待約旦河東的

兩個亞摩利王西宏和噩，將他們盡行毀滅。

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有膽氣…」
這個是他們很自然的反應，你如果看到一個民族在所行的事上所向披靡，這個是他們很自然的反應，你如果看到一個民族在所行的事上所向披靡，

真的是會讓人覺得非常的驚恐，特別在當時這些百姓要進到迦南地來，

他們是朝著這個目標而來，對他們而言，所產生的是極大的威脅。

但是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很關鍵的點，這是當喇合在描述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說：「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現在我既是恩待你們，

求你們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並給我一個實在的證據。」

對喇合而言，她不是單單對以色列的上帝、宇宙萬有的主宰有一個客觀的瞭解，

而是她願意採取實質的行動。而且她所關切的不單是她自己得救的問題，而是她願意採取實質的行動。而且她所關切的不單是她自己得救的問題，

還包括她的父母、兄弟跟姊妹，還有一切屬他們的，要「拯救我們性命不死。」

喇合不單單是因為一些客觀的新聞的報導，對於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歷史，

包括他們在埃及地上帝怎麼用十災來帶領他們、如何的過紅海、包括他們在埃及地上帝怎麼用十災來帶領他們、如何的過紅海、

如何的在曠野的時候上帝供應他們的需要、讓他們在爭戰中得勝…，
這些客觀的消息，在當時用口頭的傳播，

比我們今天的媒體傳播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但是這些客觀的知識對喇合而言，她還採取了分辨跟主觀的行動。

她提出說希望以色列人來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她提出說希望以色列人來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

她跟她的全家能夠得救，她這樣子的一個請求當然也得到了允准。

當然，是需要有一個標誌的，這兩個探子就說要把紅線繫在窗戶上面，當然 是需要有 個標誌的 這兩個探子就說要把紅線繫在窗戶上面

而且全家的人都必須要在房間裡面，

不可以離開那個繫上紅線的那個房子。

喇合在這件事情上面採取了一個順服的行動。

迦南地的人已經知道上帝大能的作為，

但是只有喇合有所行動，或是說只有喇合把握了機會採取了行動，但是只有喇合有所行動，或是說只有喇合把握了機會採取了行動，

這個順服的行動，使得喇合自己跟她的全家都得蒙了拯救。

所以接下去雅各就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我們人的身體有物質的部分、跟非物質的部分，我們人的身體有物質的部分、跟非物質的部分，

非物質的部分當然就是指的靈魂的部分，如果靈魂跟身體分離了，

這個物質的身體等於就死掉了，就不能夠發揮它的功用。

所以一個人他是否活著，這個人能否發揮他的功用，

跟靈魂在他的身體裡面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同樣地 信心跟行為也有這樣子的 個關係同樣地，信心跟行為也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信心如果可以拿來比喻靈魂的話，

那麼行為就好像是身體一樣，是採取行動。那麼行為就好像是身體 樣 是採取行動

我們有了信心就代表我們已經有了靈魂，

不只是有靈魂，甚至如果用希伯來人的說法，我就是靈魂，

因為靈魂就是我的自我，這個靈魂的存在絕對是要有行動的彰顯，

信心是要有行為的。

雅各舉的兩個例子是非常的實質，也非常的生動，雅各舉的兩個例子是非常的實質，也非常的生動，

但願能夠成為我們的激勵。



天父，感謝你！謝謝你藉著你的話語，天父 感謝你！謝謝你藉著你的話語

藉著過去我們聽到許多的講台的信息，

許多主日學的教導，許多朋友的見證，

我們都聽到了你的話，

我們的信心也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你的話語上。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不單單有那種知識性的信心，

更有經驗式的信心；

求主讓我們在真實信心的基礎上，能夠有順服的行為，

好叫你的名在我們的生命中，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可以得著榮耀。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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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