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章
相信神

目標：

完成此課程後即可：

• 默寫鑰節

•定義信心

•界定不同種類的信心

•定義「相信 神」一詞

•說明為何相信 神是重要的

•說明如何增強信心

鑰節：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
人。 (希伯來書 11：6)

序言

信仰根基的第 2個教義就是「相信 神」，「相信 神」意指你對 神的態度。有些人憎恨 神悖逆祂，有

人敬畏祂，你的態度應該是相信 神。

真正的信主需要信心和悔改，要歸向神但不離棄罪，就不是真正的悔改，離棄罪但不歸向神終究是

枉然，保羅對未得救的人的服侍是：

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 (使徒行傳 20：21)

得救需悔改並相信 神！

定義

信心意指確信某件事，相信意指信任，當我們討論與神的關係時，所謂的「信心」、「相信」和「信

任」都意指同一件事，聖經將信心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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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 11：1)

擴大本聖經擴充定義為：

信心是確信我們將持有所盼望尚未看到的事物，並確信這事物的存在，信心就是確信感官
未見的事物。(希伯來書 11：1)

信心是確信已得到所應許未來將發生但尚未看到的事物。

盼望：

信心與盼望不同，盼望是對未來將發生事物的態度或期待，信心是確信已持有尚未看到的事物，是

心中的盼望，信心存在於心中：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
上。 (帖撒羅尼迦前書 5：8)

在此節經文中，信心如同遮胸的護心鏡，盼望是頭盔。

盼望是期待未來的態度，信心是心中相信 神的一種狀況：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 (羅馬書 10：10)

心中接受福音是不夠的，這不是經文中所指的信心，不會改變你的生命。經文中真正所謂的信心是

真心相信，會改變你的生命，其結果是體驗眼前的事物，而非盼望未來將發生的事物。

對事物的心思：

信心不同於其他宗教所教導「對事物的心思」，「對事物的心思」是教導人有能力可藉由自己意念、

理性或意志力克服實際世界中的所有問題，這些教導是以人為中心的，只仰賴自己不仰賴 神，「對

事物的心思」不是植基於 神的話。

信心是以 神為中心而非以人為中心，這是 神的恩賜不是藉由人自己的意念努力所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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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種類

有多種不同的信心。

天性上的信心：

這是對經證明既知穩定事物在天性上的信任，例如，相信所坐的椅子可以支撐你的重量，這樣的信

心不是所謂的「相信 神」，這是藉由自己非常仰賴的經驗，對身邊某些事物所學習得來在天性上的

信任。當我們提到「相信 神」就是意指下列各種的信心：

成聖的信心：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

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拉太書 2：20)

信主後，成聖的信心可讓信徒過著聖潔的生活。在本課程最後一章關於得以完全的討論內容中，你

將可學到更多關於成聖的事項。

相信神包括成聖的信心，也就是你相信可以活出聖潔的生活。你不會藉由自己的力量，但會藉由神

的力量來過聖潔的生活。

屬靈防衛的信心：

信心是用於防衛屬靈仇敵的武器：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以弗所書 6：16)

撒旦會在你的心中射出不信的「火箭」來攻擊你，相信 神可在屬靈上防衛這些來自仇敵的攻擊。

得救的信心：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羅馬書 5：1)

相信神還有悔改就是得救的信心，得救是個人了解、相信並接受福音。得救的信心需要個人對神的

回應，每個人無法代表他人得救，得救是藉由個人對 神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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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是一種事實，是 神賜下讓人得救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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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8)

但信心也是行為，每個人需藉由 神賜予的信心表現在行為上，相信 神是你對 神的回應表現在行為

上。

當你體驗「相信 神」成為信徒後，關於信心屬靈的果子和恩賜可強化你對 神的信心，在 Harvestim
國際機構名為「聖靈的服侍」中將詳細討論信心的恩賜和果子。

錯誤的信心

你正在研讀的是關於「相信神」的教義，這通常無關一般所謂的信心，你可能有錯誤的信心，所謂

錯誤的信心出現於...

自然界的武器：

因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勝。(詩篇 44：6)

有權勢的人：

你們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點不能幫助。(詩篇 146：3)

自己：

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憑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箴言 28：26)

偶像：

倚靠雕刻的偶像，對鑄造的偶像說：你是我們的神；這等人要退後，全然蒙羞。 (以賽亞

書 42：17)

假先知：

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看哪，你們倚靠虛謊無益的話。 (耶利米書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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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力量：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 (詩篇 20：7)

財富：

說：看哪，這就是那不以神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豐富的財物，在邪惡上堅立自己。(詩
篇 52：7)

朋友：

連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過我飯的也用腳踢我。 (詩篇 41：9)

光有信心是不夠的，你可能有錯誤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直接關乎「相信 神」的信心。

信心的重要性

有兩個需要相信 神的理由：

為了得救需要相信 神：

必需相信神的第 1個理由是若不相信神，就無法得救：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 (馬可福音 16：16)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以弗所書 2：8)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裡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路
加福音 8：12)

沒有信無法得 神的喜悅：

相信 神的第 2個理由是沒有信無法得 神的喜悅：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
人。 (希伯來書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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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程度

聖經揭示信心各有不同的程度，耶穌提到不信祂的子民(馬太福音 17：17)、小信的人(馬太福音 6：
30； 8：26； 14：31； 路加福音 12：28)和大有信心的人(馬太福音 8：10； 15：28； 路加福音 7：
9) 。

聖經教導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信心，這是來自於 神的恩賜：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羅馬書 12：3b)

每個信徒都有不同程度的信心，因為藉著信你才能夠得救：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以弗所書 2：8)

如何增加信心

成聖的信心可讓你過著聖潔的生活，強化信心可幫助你繼續追求完全。屬靈防衛的信心可保護你避

免仇敵撒旦的攻擊，若你的信心強化了，你的屬靈防衛力也增加了，聖經教導大家如何增強信心：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馬書 10：17)

你藉由 神的話增強對 神的信心，你必需先聽從 神的話，才能夠認罪悔改接受耶穌為救主，可藉由

聽從 神的話獲致得救的信心。

在你得救後，聖經的教導訓誨將持續強化你的信心，你了解越多神的話，你的信心就更增強。信心

越增強就越能夠活出聖潔的生活，抵擋仇敵的攻擊。

只需少許的信心就非常有力量：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馬太福音 17：20)

即使是少許的信心，你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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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行為

信心是 神的恩賜，無法藉由行為來增強信心。所謂的信心意指「我們所相信的」，行為意指「我們

所作的」，聖經教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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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8-9)

信心是來自神讓人相信祂的恩賜，這並非意指行為(所作所為)是不重要的，信心是來自於神的恩賜，

行為（所作所為）是用於考驗你是否真有信心。雅各書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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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信
心能救他嗎？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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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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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2：14-18)

你的行為...日常生活對身邊需求的回應，都用於考驗你是否具有真正的信心。

雅各藉由人的身體與靈的關係，舉例說明信心和行為間的關係。聖經教導我們，當人死亡時，人的

靈魂會留在身體上，雅各這樣說...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雅各書 2：26)

你的行為需反映你內在的信心：

義人必因信得生 (加拉太書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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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信心的實例

希伯來書第 11章列舉許多的信心典範，但在聖經中有一個人被稱為「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

(羅馬書 4：11)他的名字是亞伯拉罕！

基督徒的狀況猶如信仰中的亞伯拉罕(羅馬書 4：12)，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子孫(加拉太書 3：7)。因為

相信 神，亞伯拉罕因此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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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 2：
23)

當保羅列舉 相信神的信心典範時，就以亞伯拉罕為例子：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過犯交
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羅馬書 4：23-25)

保羅說亞伯拉罕是因信稱義而非因為本身的公義，因為聖經如此記載，我們同樣也是因為聽了福音

而因信稱義。

亞伯拉罕因信稱義的實例其理由如下：

他聽從 神的話：

亞伯拉罕聽從 神的應許：

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羅馬書 4：13,21)

他相信 神的話：

他不只聽到了 神的應許，他也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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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

如此。」(羅馬書 4：18)

如同亞伯拉罕的因信稱義，我們也領受了 神的應許：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

大喜樂；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彼得前書 1：8-9)

從無助回轉：

聽從 神的話改變了亞伯拉罕的生命：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
如此。」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

不軟弱。 (羅馬書 4：18-19)

如同迷失在罪中的男女一樣，亞伯拉罕在自然的世界中面對無助的狀況，因為撒拉太老無法生育子

女，成為多國之父的應許只有藉由 神才能夠成就。

只有藉由耶穌基督才能夠得救，除了藉由相信祂的救贖計劃外，再無其他的方法可領受 神的應許：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以弗所書 3：17)

他領受應許成為事實：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羅
馬書 4：20)

這就是相信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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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的實例

我們應遵循亞伯拉罕 相信神的典範，必需：

-聽從 神的話

-相信 神的話

-從無望的狀況中回轉(藉由對死罪行為的悔改改變生命)

-接受 神的應許成為事實祂的應許就是讓你藉由耶穌基督的道，悔改並相信 神而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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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測試

1.定義「信心」

2.定義下列種類的信心：

天性的信心：

得救的信心：

成聖的信心：

屬靈防衛的信心：

3. 神給我們兩個要相信 神的理由為何？

4.如何增強你對 神的信心？

5.默寫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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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舉亞伯拉罕是信心典範的 4個理由

7.信心與盼望如何區別？

8.信心和「對事物的心思」其差別為何？

9.信心和行為的差別為何？

10.何謂「相信 神」？

(測試解答附於本書最後一章的結論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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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讀

「信任」是信心的另一個名詞，大衛在詩篇中寫了很多關於信心的詩，可使用下列的研讀內容繼續

了解大衛關於「信任」即相信 神的道理。

錯誤的信心

可研讀下列的參考資料欄位中列舉大衛不該相信的事物：

參考 不該信任

詩篇 20：7
詩篇 41：9
詩篇 44：6
詩篇 49：6
詩篇 52：7
詩篇 115：8
詩篇 118：8-9
詩篇 135：17-18
詩篇 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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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信心

在整個詩篇的內容中，大衛鼓勵我們要相信神，也鼓勵我們要相信與神有關的事物。可研讀下列參

考內容，在第 2個欄位中列舉大衛要相信的事物。

參考 大衛相信

詩篇 33：21
詩篇 36：7
詩篇 13：5
詩篇 52：8
詩篇 57：1
詩篇 61：4
詩篇 78：22
詩篇 91：4
詩篇 119：42

何時該相信

詩篇 56：3

相信的好處

大衛列舉許多 相信神的益處，可研讀下列的參考內容，在欄位中列舉相信 神的益處：

參考 相信 神的益處

詩篇 25：2
詩篇 25：20
詩篇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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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相信 神的益處

詩篇 28：7
詩篇 31：1
詩篇 31：6
詩篇 31：19
詩篇 32：10
詩篇 33：21
詩篇 34：8
詩篇 34：22
詩篇 37：5
詩篇 37：40
詩篇 40：3
詩篇 2：12
詩篇 5：11
詩篇 7：1
詩篇 9：10
詩篇 16：1
詩篇 17：7
詩篇 21：7
詩篇 22：4
詩篇 22：5
詩篇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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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相信 神的益處

詩篇 40：4
詩篇 56：4
詩篇 56：11
詩篇 57：1
詩篇 64：10
詩篇 71：1
詩篇 73：28
詩篇 84：12
詩篇 86：2
詩篇 112：7
詩篇 119：42
詩篇 125：1
詩篇 141：8
詩篇 143：8
詩篇 144：2

相信 神的結果

大衛舉出不信 神後果：

參考 不信 神的後果

詩篇 32：10
詩篇 55：23
詩篇 7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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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相信 神的歷史記載

大衛告訴我們祂相信 神有多久的時間：

詩篇 71：5 自從我「 」

其他參考內容

下列各段是關於大衛相信神的其他參考內容，可研讀參考內容。在欄位中，用自己的話摘要說明各

節經文內容：

參考 摘要

詩篇 31：4
詩篇 4：5
詩篇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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