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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出 信 心

雅各书 2:14-26

龚文辉 牧师



2



3

(14)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
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
日用的饮食；(16)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17)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书 2: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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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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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
的吗？

雅各书 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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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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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信心因著行为才得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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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义是因著
行为，不是单因著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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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 2:21-26



雅各书 2：14-27 讲到三种信心状态

一、听起来有信心（2:14-17）

二、看起来有信心（2:18-20）

三、活出来有信心（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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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
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
日用的饮食；(16)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17)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书 2:14-17



一、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嘴巴上的信心（2:14-17）

(14)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
什麽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8

活 出 信 心
（雅各书 2:14-26）



信 心

信心不是一件盲目的东西，因为信心是从知
识开始的。它也不是一种臆测，因为它相信
的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它也不是不符实际的
幻想，因为它将命运依靠在启示的真理
上。……信心是张望的眼睛……信心是抓取
的手……信心是靠基督喂养的嘴。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 《都是恩典》



信心的认识

•知识

•内心的回应

•承诺，就是对基督的委身

----布易士(James Boice)



信仰的 3H

•脑(head)：信仰的基本要理与神学

•心(heart)：扎根信仰的灵命塑造

•手(hands):信仰的生活实践与事工参与

--iTIM 系统门训与宣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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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
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
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罗马书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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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
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
许多异能吗？』
(23)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马太福音 7:21-23



14

(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
日用的饮食；
(16)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
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
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麽益处呢？

雅各书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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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
行为，有什麽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
的饮食；
(16)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
的，这有什麽益处呢？
(17)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书2:14-17



信仰的 3H

•脑(head)：信仰的基本要理与神学

•心(heart)：扎根信仰的灵命塑造

•手(hands):信仰的生活实践与事工参与

--iTIM 系统门训与宣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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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3:17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约翰福音13: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一书 3:14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
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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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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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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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
心是死的吗？

雅各书2:18-20



一、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嘴巴上的信心（2:14-17）

二、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外表上的信心（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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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出 信 心
（雅各书 2: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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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
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雅各书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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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
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哥林多后书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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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虚浮的人: 里面空无一物，没有
贡献，全无效用的人

雅各书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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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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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信心因著行为才得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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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义是因著行为，不是单因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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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2:21-26



一、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嘴巴上的信心（2:14-17）

二、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外表上的信心（2:18-20）

三、真正的信心是活出新生命的信心（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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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出 信 心
（雅各书 2:14-26）



保 罗 雅 各
对象 律法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

方向 犹太律法 基督徒生活

焦点 得救的根源 得救的结果

性质 内在的(看不见) 外在的(看得见)

目的 怎样成为基督徒 怎样表明是基督徒

意义 称义的地位 称义的表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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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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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信心因著行为才得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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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义是因著行为，不是单因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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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2:21-2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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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信心因著行为才得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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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义是因著行为，不是单因著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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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2:21-26





亞伯拉罕 喇 合

性别 男 人 女 人

种族 希伯来人 外邦人

身份 先 祖 妓 女

共同点：得救的人，是因信称义的人, 

并且有因信成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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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谁，
你的背景如何无关紧要，

但你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对上帝
的信心!



34

总结

一个主题句
二个关键词
信仰三层面
正反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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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

17节, 20节,  26节分别作结论：

基督徒要用行为表现将他的
信心活出来！



信心三层面

36

信仰的知识（Head）

内心的回应（Heart）

信心
的运用(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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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一个主题句
二个关键词
信仰三层面
正反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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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靠 顺 服

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必定是愿意扎
根真道、完全信靠神的应许、把自己
全然交在神的手里、并顺从祂的指示
去行的人！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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