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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圣经中看见，神所要求于祂儿女的，就是信心。若没有信心的，就不

能得著祂的喜悦。无论那一样属灵的福气，和那一样环境中的安排，都是由著信

心得著的。当我们想到神为什么这样的注重信徒的信心，我们真是希奇。几乎全

部圣经所表明的完全救法，无一不是藉著信心而得的。一件事是我们所知道的，

神恨恶人──无论罪人或圣徒──自己的行为。凡一切从自己出来的，就是一切

不必倚靠神，随著自己的意思、利用自己的力量所作的，都是神所恨恶的──虽

然其中有许多照著人看来乃是很好的，但是神都恨恶。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惟独

有一位是好的，就是神；其馀没有一个是好的了──这是照著主的眼光。所以一

切随从好的而非神的旨意，藉著好的而非神的力量去作的，都是不好，都是罪恶。

在神之外再没有好的了。所以，一切在神旨意和能力之外的工作，也都没有好的

了。所以信徒一切的行为必须出自神，而藉著神才可以。

【什么是信心】

就是这里，信心的问题就进来了。信心有两个根本原则：一就是停止人自己的工

作；二就是等候神来作工。照著平常的看法，我们都是以为相信、倚靠、等候神

来作工，就是信心了，岂知在此以前还有停止人自己工作的一步。这一步的停止

人自己的工作，就是信心的行为。等候神来作工，乃是在信徒心里的，乃是不可

得而见的。但是，停止自己的工作，乃是外面有时所可得而见的。信心所作最大

的工夫，还不是在乎来得著神来为信徒作工，乃是停止信徒自己的行为。

这一步的要紧真是不会过言的。神从来不肯将祂自己的工作，混调在人肉体

的行为里。祂所要求于信徒的，就是完全停止一切属乎自己的，不管是主意也好，

是能力也好。祂喜欢受信徒的依靠，受信徒的委任。但是，这样相信神的心是从

那里表明出来呢？就是从自己完全寂静，完全安息看出来。这就是信心行为的第

一步。那里有人已经完全信靠朋友了之后，还是自己劳劳碌碌的打算、作工呢？

神如果是可靠的，祂的能力如果是够大的，难道还应当有我们的帮助么？如果我

们相信神为我们工作，那么我们还为什么挂虑呢？难道怕祂作得不好么？如果这

样，就是说，我们还没相信。信心要求我们有完全的安息：心里安息不忧愁，身

上安息不劳碌。如果我们心身尚有不安息的地方，无论是挂虑也好，劳碌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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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表明我们没有信心。信心第一个的原则原是停止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如果

尚是因注目微小的自己，和艰难的环境而心忧，那就是说，我们还未仰望神过。

如果我们还是因利用自己的才干、能力、交情、和手腕而劳力，那就是说，我们

还未知道自己的无用，还未将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里。信心的生活，乃是捨己的

生活。信心的行为，就是捨己的行为。信心需要我们捨去我们自己的微小，和因

自己微小所发生的忧虑；并捨去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因自己能力所发生的劳碌。

完全停止自己的行为，就是信心行为的头一个表显。

【信心乃是神所赐】

说起来也奇妙，这样的信心，并不是信徒自己有的。我们当初得救时的信心，如

何是神所赐的(弗二 8)，我们日常生活的信心也如何是神所赐的。不要说别的证

明，信徒自己是怎样无用。只说对于信神的事，信徒自己却连信心都没有，应当

从神那里接受。所有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给的。使徒说圣灵的恩赐里有信心这一件，

也有这样的意思。

在许多时候，我们岂不是很愿意信神，将事情完全交托给神么？我们听见别

的弟兄对我们说，我们应当运用信心来相信神，但是，无论怎么运用，我们都信

靠不来么？岂不是在许多时候，我们很用力运用，好像心都要裂开一般，但是我

们这样的信心并不发生效力么？我们会萃全身的精神来和疑惑争斗，但是我们还

得不著我们的目的。这样的光景是最痛苦的。信徒和疑惑交战的时候，是最难过

的时候。

但是这并不是信心。信心不是人所能鼓动的，所能造作的，所能从他的心里

带领出来的。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乃是这个信心支配信徒，并不是信徒支配这

个信心。在许多时候，我们得要著信心以成功一件事，但是，我们没有地方去寻

找这个信心。在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神却赐给我们信心，

叫我们从祈祷里发表这信心，就得著最大的成功。神并不把信心赐给我们，好让

我们成功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正当地位就是死，就是俯伏在灰尘中间。按著神的

旨意，圣徒在世活著乃是为祂的旨意和荣耀。信徒从自己定规什么，要什么，作

什么，从来不是合法的。神要我们作祂的器皿，但是要我们死。就是在相信神以

得事工成就，神也不过只要我们作一个器皿。乃是祂要成功什么，后来才赐给我

们信心，叫我们藉著祷告求祂作工，然后祂就作工成功这件事。肉体对著这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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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很难过的，因为这样肉体就没有活动的可能，并没有欲望的馀地。但是，一

个真实的信徒乃是为神活著，并非为自己活著，所以也就欢欢喜喜的甘心只作一

个死的工具，来成功神至高的旨意。

你看，神是何等的有智慧呢！如果信心是我们所有的，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

的，那我们自己就可以作主：当我们要作某件事的时候，只要自己相信一下就可

以得著神工作了。但是，事却不然。信心乃是神所赐的，当神还没有赐下信心的

时候，我们是没法相信的。许多的信徒都有经历，就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

真是没法进入安息，因为我们自己造不出信心来。但是忽然神赐给信心了(有时

是藉著一二句经言，有时是在祷告之后，叫信徒在直觉里明白了神的旨意)，我

们就立时安心了，心中自然而然的冷静下来，好像得著一种凭据以为神必定作工

了。并不必奋斗，不必急切，也不必操心来运用，乃是自然而然的不招自来。当

神这样的赐给信心之后，信徒就会立时发出信心的行为──安息无虑，其他的造

作，都不是信心，所以总不会得著安息。

【两种信心】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分别一下。这样说来，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不管了，

就是等著这个信心的降临。信心有特别与普通二种。特别的信心就是神对于特别

的事情，神所赐给我们的一种信心，相信神必为我们成功这事情。这种特别的信

心，不是每一次遇事时所都有的。普通的信心，就是一位老练信徒日常对神的信

心；这并不是对于什么特别的事情的，乃是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一样的信心，

相信神所作的总不会错。失败和成功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虽然我们不时常有特

别的信心，但凡事临到我们总当有普通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一切都作得不错，

什么都在祂的手里，祂知道我们是受苦好，还是成功好。这一种普通的信心，无

论何时，我们总当有。就是在特别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失去这一种信

心。但是，无论那一种信心，总有行为上的表明：总是叫有信心的人安息，不再

劳碌，用血气的力量来帮助神。―― 倪柝声《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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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心》

读经：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

著。」

这节圣经的应许非常包罗。这是圣经中最大的经节之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

节有「一切……的」，指所有人；这里有「凡……的」，指所有事。约翰福音说，

「一切相信祂的都得永生；」这里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就必得著。」所

以这是非常包罗的经节：「凡」包括一切事。但这节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若没有信心，就得不著所祈求的。这一节不仅告诉我们信心的必须，也告诉

我们信心的性质。就看我所记得的，圣经惟有此处告诉我们信心的性质。

信心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该相信什么？当我看见属灵的事，并追求要得著的

时候，我该如何相信？我在这里不是请到信心的必须──那是显而易见的。但问

题乃是如何相信，这是回答这问题唯一的经节。「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我们

要怎样信？「信是得著的，」这句话该译作：「信是已经得著的。」这是原文里的

意思。相信的路不是相信我要得著，或我将要得著，乃是我已经得著。这就是信

心──我已经得著了，不是我有一天将要得著。我用全心相信，说我能得著，或

我将要得著，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事了。那只是盼望，不是信心。信心指向过去，

它与将来没有关系。将来的事总是盼望，不是信心。我们的主不是说，你必须相

信你要得著，乃是你必须相信你已经得著了。这是神已经作成的，是神赐给我的。

每当我们的信心放在将来，这就不是信心，而是盼望。

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正确的信心──「信是已经得著的」──

是什么意思。

一、【救恩】

假若我是个传福音的人，一个罪人来了，要我告诉他得救的路。我尽所能的对他

说清楚。我告诉他关于血、十字架、赎罪和救赎的事，也告诉他主已经作了一切。

然后他说他要得救；我们就一同跪下来。我祷告了几句，就请他祷告。他说，「主，

我知道你的儿子基督的血洁淨了我一切的罪，所以请你赦免我的罪。」然后又说，



什么是信心 What is Faith - 倪柝声

5

「阿们。」他起来之前我问他说，「你的罪如何？你的罪得赦免了么？你自己如

何？你得救了么？」假如他回答说，「我相信我将要得救，我相信神要赦免我的

罪，我全心相信神能赦免我的罪。」那个人得救了么？不！他的罪得赦免了么？

不。他该怎么说呢？他该仅仅往上看，并说，「赞美主，我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了；

我一切的罪已经得赦免了；赞美主，我得救了。」只有一种信心──我已经得著

了。这原则也应用在别的事上。许多所谓的信心，其实只是盼望而已。许多人说

他们有信心，但全是在将来，他们说有一天他们将要得著。但信心不是说我有一

天将要得著，乃是说我已经得著了！

二、【医治】

以往常常有人叫我去为病人祷告，祷告之后我立即知道那人是否得著医治。怎么

知道的呢？我进到房间后就用油抹他，或者不用油抹，视情况而定；祷告之后我

会问他说，「你的病怎么了？」他的答覆会立刻显明那人有没有信心。他如果说，

「赞美主，一切都好了。」他可能仍然觉得软弱，仍然有高烧，但他能赞美主。

我问他说，「我需要再来为你祷告么？」他说不需要了，事情都成了。所以，无

论他的情况看来如何严重，我都很有把握的离开；因为他不是相信神将要医治，

乃是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他。有时当我问那个人如何时，答案却不一样。他说，「我

相信主要医治我。我很确定神要医治我，我全心相信我将要得著医治。」他可能

看起来有世上全部的信心，相信他要得著医治，我却失望的回家。我知道他不会

得著医治。他没有神圣的一摸，没有神所赐的信心。那人说他相信，但他完全没

有相信，只是盼望而已。

你看见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的重要么？神说，我们必须相信是已经得著

了。有一次，主奇妙的医治了我，我就在少数信徒中间作见证。当时一位姊妹，

眼睛有非常严重的毛病。每一週她必须坐渡轮到远处去看医生；在这位医生的照

顾下，她渐渐好转。医生给她擦药膏，也给她配戴眼镜。她听到我的见证，就想

说，「虽然医生说我会好转，但他却说我绝不会再像正常一样。」所以她祷告，也

信主会医治她。但她与医生约好，必须去看他。医生给了她一副眼镜和一瓶药膏；

之后，她上了渡轮就再祷告说，「主阿，你真的要医治我么？」她相信主已经听

了她的祷告，事情已经成了。所以她说，「主阿，我要这眼镜和药膏作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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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撒但说，「不要太快，不要作得太过，不要盲目的相信，等等看这是否可行，

如果不行，你仍然有眼镜可戴，有药膏可涂。这样你两面都顾到了。」但她说：

「祷告蒙垂听了，事就成了。我已经得了医治，不需要眼镜或药膏了。」然后撒

但说，「眼镜花了三十块钱，你若将它丢掉，就浪费三十块了。如果你的祷告和

信心没有用，你就得再花王十块钱去买。」但她说，「我已经得医治了，我要药膏

和眼镜作什么呢？」所以她把眼镜和药膏都丢到船外。(我不是提议你们把眼镜

丢掉，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医生的帮助；但我们若有信心，就能作任何事。)她

就这样回来，眼睛也真的得了医治。

请记得主的话说，「信是已经得著的，就必得著。」信心总是过去式，虽然经

历可能是将来的。我们若因著经历是将来的，而使信心成为将来的，那么信心就

只是盼望而已。这位姊妹回来之后，见证主为她所作的；一位与她从前病况相同

的弟兄，听到她的见证。(我见证主为我所作的事时，他也在场。)这位弟兄的疾

病与她完全一样，也是看同一位医生，医生也给他同样的处方。他对自己说，「如

果神能医好那位姊妹的眼晴，难道祂不能医好我的眼睛么？」所以他祷告了。有

一位同工来告诉我说，「倪弟兄，你知道么？某某弟兄正信靠主医治也的眼睛，

那不是很好么？」我说，「不，等等看到底这是信心还是盼望。」他也与医生约好

了，也要配戴眼镜并涂药膏。他拿到以后，上了同一艘渡轮，然后挣扎说，「如

果我得了医治，难道不该把眼镜和药膏丢掉么？」他记得那位姊妹把眼镜和药膏

丢到河里，所以他也照样作了。他说，「我要单单信靠主，我不要信靠医生或药

物。」他回来以后来看我。我对他说，「你为什么把眼镜和药膏丢掉呢？」「哦，

我信靠神。从今天起，我不信靠人，我单单信靠神。」我问说，「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可以信靠神。」「但你只有这两隻眼睛；眼睛是很宝贵的，眼睛若有毛病，你

永远无法换掉。」他说，「我信神要医治我的眼睛。」我问：「你真的相信神要医治

你的眼睛么？」「是的，我若不相信神医治我的眼睛，你想我会这样愚昧，把眼

镜和药膏丢掉么？」我对他说，「对不起，我要说你的信心太大，以致神无法作

事。恐怕你要回到医生那里，再买一副眼镜。」他说，「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回答说，「你是在盼望神，不是相信神。」他有点受刺激，就离开，对另一位弟

兄说，「有一天倪弟兄会看见他是错的。他要得著证明，我已经有信心了。我知

道神要医治我。」我的同工来告诉我，又问我说，「为什么你说他没有信心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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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你不相信神要医治他呢？」我回答说，「因为他完全没有信心，他只有盼望。」

他问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我说，「你记得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如何解释

信心的性质么？」「你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冒著瞎眼的危险，还没有真实的信心

么？如果那不是信心，那怎样才是呢？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因著信丢掉三

十块钱，又丢掉已过所花总数近一百块的钱，他还是没有真实的信心么？那怎样

才是呢？」我说，「这都是行为，不是信心。这些是他所作的，不是相信神所已

经作的。」当然，我很盼望他能得著医治。我不愿意他得不到医治，来证明我是

对的！一个月过去，没有事发生。两个月过去，我再看到他，他的眼睛变得更红，

流脓流得更厉害。有一天他来对我说，「你仍然相信我没有信心么？」我说，「恐

怕是的。」他回答说，「我相信神要医治我。我知道一件事，神指示我要到河上游

传福音。我要住两个月，然后回来，那时我就会得著医治了。」我说，「尽你所能

的相信你要得著医治吧。」我没有说什么使他灰心；但我对我的同工说，「他相信

他若为神作事，神就要为他作事。他的相信是将来的，不是过去的。」他回来的

时候，仍然没有得著医治，他还得依赖眼镜，今天他仍然戴著眼镜。

这两个事例是完全平行的。一个得著医治，另一个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个

有信心，另一个没有。一个相信，另一个只是盼望。我们以为人若冒一些风险，

就是有信心，但这些是人的行为，不是人的信心。我们若相信，我们就说，「赞

美主，事已经成了。」

三、【得自由】

对于救恩，我们必须相信是已经作成的。对于医治，也可应用同样的原则。得自

由是在同样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认识这是已经完成的。

某个大城市之教会的长老，对主非常热心。他开了三、四家相当大的店，也

资助自己教会的牧师，与他轮流讲道。他的脾气很急，非常暴躁。有一天清早他

来看我，流著泪说，「今天早上我要负责在教会讲道，但我怕我不能讲。」我问说，

「你有什么难处呢？」他说，「你知道我的脾气很坏。我知道这事，也恨这个。

我知道我不该发脾气。我认错，但之后我又发脾气了。我对我的员工说到主耶稣，

然后却发脾气，他们就说，『作基督徒有什么用？』我在所有的店里都发过脾气，

也失去我的见证。昨天我对一些员工非常不满。虽然我非常受刺激，但我克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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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我想：『明天轮到我讲道，我不敢发怒，』所以我把怒气压下去，直到我回

家，但我全身因著压下去的怒气而发抖。我因著家里发生的事又受刺激，但我再

想说：『明天轮到我讲道，所以我不敢发怒，』我就把怒气又压下去了。今早起来，

我记起昨天所发生的事，就不禁全身发抖。然后我的女儿作了一些事使我不高兴；

更坏的是，我太太把食物烧焦了。我就说，『这已经过了忍耐的限度；即使今天

不轮到我讲道，我也无法再忍受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无法讲道了，因为我必

须爆发出来了！』现在怎么办呢？」我只是笑笑，他就说，「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我说，「我很高兴。」「为什么呢？」「我高兴主又有大工要作了。」「不要以为我是

容易办的；我的脾气是不受控制的。」「对你来说可能太过，但对主这不是太过。

我相信实际的救恩，不是理论的救恩。」我翻到罗马书八章二节，读出来说，「赐

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就说，「你

在基督耶稣里么？」他回答说，「我当然在。」「那好，神的话怎样说呢？」「圣灵

的律……释放了我。」「这句话是什么时态？」「过去式。」「不错，神说赐生命圣

灵的律……已经使你得自由，你自由了么？」「当然没有。」我说，「我不是问你

今天有没有发脾气；我是问你另一个问题：你自由了么？按照这一节神的话，你

是自由的，因为这里说，『已经释放了我』？」他回答说，「按照罗马书八章二节，

我是自由的；但按照我的经历，我不是自由的。」「你要相信自己的经历呢，还是

相信神的话？那一个更可靠，是神的话呢，还是你的经历？」他回答说，「我是

基督徒，当然必须说是神的话更可靠，但我无法说我自由的。」我说，「神不是那

么在意你的脾气，祂却非常在意你不信的恶心。神的话说，『赐生命圣灵的律释

放了我。』你却说圣灵没有释放你，那你就是说神在罗马书八章二节的话不是真

的。我不那么在意你的坏脾气，但我却在意你不信的恶心。」他流著泪说，「我自

知我是不信，因为我盼望得著自由，但我无法相信我是自由的。我无法相信神的

话，说我已经自由了。」我说，「这次主日早上我要讲道，我必须去预备。对不起，

我不能再逗留了，但我可以让你留在我的客厅；关于这不信的罪，你去跟神对付

吧。」半个小时之后我回来，那位弟兄抓住我的手说，「赞美主，阿利路亚。」我

问说，「发生什么事了？」「赞美主，我得自由了。」「你的脾气怎么样呢？」「我

只知道这件事，我得自由了，我不在意别的事，因为我得自由了。」我问说，「你

将要得著自由，还是你如今是自由的？」他回答说，「我如今是自由的了。」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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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时又再说，「赞美主，我如今自由了。」两个月之后我遇到也就问说，「现在

你怎么了？」他回答说，「赞美主，我是自由的。」四个月之后，我遇到他，又问

同样的问题，他又回答说，「赞美主，我是自由的。」六个月之后，对于我的问题，

他的答案仍是一样。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说，「我将要得著自由，」或「神能使

我得自由。」信心乃是站在神的话上，并说，「我是自由的。」

那么我如何能得著信心呢？我的眼睛必须得开启。这是对于信心最重要的点。

我们不能单单坐下来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所以我就是得救的，」或者说，

「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所以我就得著医治了；」或者说，「我

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所以我就是自由的。」那是自己的提议，不是信

心。不，我们需要眼睛被开启；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而来的启示，使我们能说，「神

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了！」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无法

解释是否听到一个声音，或看见一个异象等等，我们就是知道了。我们是怎么知

道的呢？我们知道就是了。你如何得知自己的名字呢？你就是知道了。你不需要

到户籍登记处来查对，或者过一阵子去看你的证照一下才能确定。你就是知道了。

譬如有人会说，「神的话如此如此说。」那很好，但可能没有意义。不错，神的话

如此说，但你知道么？我们若理论说，「现在我有一个启示，我得著了信心，我

下一步该作什么？」那就是没有信心！信心是自然的。信心是：「主，我赞美你

的名；事已经成了。」赞美是信心自然的结果，是从信心自然产生出来的；我们

不必作出来。什么时候我们有信心，神就尊重这信心；什么时候有信心，就会有

赞美，祷告就停止了。我们要说，「谢谢你，」我们就不会恳求了。不需要人催促

我们赞美，因为我们无法不赞美。愿神教导我们信心真实的性质。一切祷告都是

在那根基上蒙垂听的。―― 倪柝声《基督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