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

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By faith Abraham, when called to go to a place he
would later receive as his inheritance, obeyed and went, even though he did not
know where he was going. (來 Heb.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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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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he who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and that He is a rewarder of those who seek Him.

來 Heb. 11:6

2016 Warren Wang



神
God

真
Real

好
Good. . .！

The faith that pleases God 神所喜悅的信心：
1. Believe that He is real ：信有神
2. Believe that He is good：信他賞賜那些尋求他的人

2016 Warren Wang



神真好！God. Real.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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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Heb. 11:6

若是只准用三個字來表達我對神的信念，我將選擇：「神真好」這三個字。神是
真的，神是好的，這是我對神堅定的信念。

對我來說，所謂信心生活就是「神真好！」的生活。堅信神是真實存在的那一位，
終身活在他的面前。堅信神是「對我存著善意」的那一位，終身活在他的面前。
這位「真好」的神，他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他對我的
安排，勝過我對自己的安排。我對自己所能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就是順服這位
神。聽他的話，行他的道，做他要我去做的事。

耶穌所說的及所行的，是神對我明顯而具體的帶領。耶穌順服天父的旨意，捨己
犧牲，使世人歸向天父。這樣的人生才是信心的人生，可使人經歷到神的真實與
美善。我的目標，是過一個像耶穌那樣的人生。雖然我年日有限，能力有限，許
多事情做不到，但卻願追求這樣的人生。

2016 Warren Wang



兩種信仰 Two kinds of faith
其實「信有神」與「信無神」都是信仰，並非只有信有神（聖經所啟示的獨一真
神）才是有信仰，信無神就是無信仰。信無神當然是一種信仰！因為從本質上來
說二者都是「相信」，只不過一個是信有神，一個是信無神。它們是兩個不同的
信仰體系，而非信仰的有無。

如果信仰可以刻劃困難度的話，信無神其實是一個困難度更高的信仰。從理性判
斷和實際效應來說，信無神要比信有神困難得多。一般人選擇信仰有兩個因素：
第一，對我而言，這個信仰是否合理的？第二，對我而言，這個信仰是否有利的？
有神的合理因素和有利因素，遠大於無神。選擇去相信一個不太合理又對自己並
不有利的信仰，其實需要更大的信心。從這個角度來說，信無神的人比信有神的
人「更有信心」。

看到這個和諧而存著善意的宇宙，以及埋藏在人性深處的道德定律，相信神的存
在實在是一個更容易的選擇。順其自然的事，總是易於接受並易於持久的。不順
其自然的事，總是難於接受並難於持久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基督徒其實是在兩
種信仰之間，做了一個自然的、明智的、容易的選擇。

2016 Warren Wang



信 心 生 活 延 長 你 的 年 日
Faith living prolongs your days

受苦的僕人 The Suffering Servant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
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
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
亨通。Yet it was the Lord’s will to crush him 
and cause him to suffer, and though the Lord 
makes his life an offering for sin, he will see 
his offspring and prolong his days, and the 
will of the Lord will prosper in his hand.（賽
Isa. 53:10）

延長年日 Prolong your days

以賽亞書53章僕人之詩，宣
告受苦的基督將「延長年日」
（永生），並且「看見自己
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
(賽53:11)。我們的人生雖然
短暫，因著神的恩典，使我
們信心的工作得以在基督裡
有分，產生永生的功效。誠
如耶穌所說：「收割的人得
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
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約4:36)2016 Warren Wang



為什麼我們會不甘心？Why the unsettling feeling?
人生短暫，當我們警覺到自己的一生即將過完的時候，總有一種不甘心的感覺。
為什麼我們會不甘心？

不甘心不一定是因為活得不夠長。許多人認為自己的人生不一定要長，但卻必須
要好。長生不老也得看條件，生活品質夠好了才具有長生的價值，否則還是不長
生也罷。那個不甘心的感覺，應該不是活得不夠長，而是付了很貴的價格去看了
一場不好看的電影的那種感覺：「甚麼，這就完了？我也太冤了吧！」

聖經說：「神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3:11）永生不但是生存的長度，更是
生存的最高境界。因為神將這種境界放在世人心裡，而我們終生未曾經歷到它，
所以當我們即將過完這一生的時候，心中會出現一個：「甚麼，這就完了？」的
問題。這就是我們不甘心的原因。

神給予一種渴望，就必給予相對的滿足。神既給了我們永生的渴望，就必給予我
們對永生的滿足。這個滿足是在基督裡：在基督裡我們回到永生的源頭，在基督
裡我們畢生的勞苦有了永生的功效。在基督裡我得著安息，不再不甘心。

2016 Warren Wang



在基督裡失去自我 Losing Self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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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 2:20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這是信心生活的寫照。信心生活
是「失去自我的生活」（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讓自己在一個更美更善的目的
中消失，因此而使自己變得更有價值（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信心生活是「藉著基督與神相連，使自己短暫的人生成為神永恆計畫的一部分」。
信心生活不是用“信心”的方法，使自己得到神特別的祝福。不是的，那樣做是使永
生的神成為你人生計畫的一部分。信心生活正好相反，不是堅持自己，乃是失去
自己。“我”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我”已經死了。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
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這才是信心生活。

我的人生因為與神相連，因此而變得更加長、闊、高、深。原本是短暫而終將失
去的人生，因為在基督裡失去了，反而更豐富的重新得回。誠如主所說的：「凡
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16:25)

2016 Warren Wang



「損失」的恩典 The Grace of Losing
I count all things to be loss in view of the surpassing value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count them but rubbish so that I may gain 
Christ. 腓 Phil. 3:8

神對一個遠離神的人最大的懲罰，是讓他得著他所要得著的。神對一個信靠神的
人最大的恩典，是讓他失去他所應當失去的。

保羅以基督為至寶，將萬物當作損失。於是神讓保羅損失萬物，包括損失他自己，
因此而得著了基督，這是神對保羅最大的恩典。在損失的過程中，保羅從綑綁進
入自由，從瞎眼變為看見，從短暫的人生進入神永恆的計畫。

世人因對萬物及自我的執著，一生追求得著，傷痕累累但卻至死不悟。信心使人
放棄得著，接受損失。信徒受浸之時與主同死同埋葬，“死而埋葬” 是損失到了極
處，因此而有新生命的與主同復活。信主之後繼續與主同釘十字架，將損失執行
到底。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基督以他的豐滿，充滿你那即使不願損失也終將損失
的生命。損失是神的憐憫，我們因不願損失而受苦，因甘願損失而蒙福。

2016 Warren Wang



信 心 生 活 擴 張 你 的 帳 幕
Faith living enlarges your tent

不孕的婦人 The Barren Woman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
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
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Enlarge the 
place of your tent, stretch your tent curtains wide,

do not hold back; lengthen your cords, 
strengthen your stakes. For you will spread out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left; your descendants will 
dispossess nations and settle in their desolate 
cities.（賽 Isa. 54:2-3）

擴張帳幕 Enlarge your tent

古時候的以色列，一位不孕
婦人的帳幕很小，因為家中
的人口稀少。神要這位不孕
的婦人擴張她帳幕之地，因
為神要增加她的人口。信心
帶來人口的增加和帳幕的擴
張，這帳幕乃是神的帳幕，
這人口乃是神的人口。在神
的帳幕中我們與信徒成為一
家人，並因宣揚福音而歡迎
新的兒女來到家中。

2016 Warren Wang



「身體生活」的祝福 The blessings of Body Life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身體生活」是神的心意，使你與其他的門徒相連，擴張你
的帳幕之地。人的心意與神的心意相反，認為信主乃是個人的事，和別人沒有關
係。人的心意是「不孕的小帳幕」，神的心意是「擴張的大帳幕」。不孕的帳幕
中是孤獨與愁苦，擴張的帳幕中是生命與歡樂。

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神是三位一體的真神，聖父、聖子、聖靈於永恆中合一，
形成有福的常態。有靈的活人必須與其他有靈的活人在主裡合一，才能進入有福
之境。這就是為什麼孤獨的時候我們會感到痛苦，與人心靈合一的時候會感到喜
樂。因為我們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合一使我們幸福。

罪使人隔陌，因此而造成人間許多的痛苦。因著基督的恩典，重生得救的人得著
主所賜的新生命，並用這新生命與其他的門徒連為一體，就是基督的身體。在這
身體裡我們經歷到合一，使生命更加豐盛喜樂。「身體生活」是帳幕的擴張，是
生命的連結與合一。在世上我們被剝奪了與人合一的機會，在主裡我們重新被賦
予這個機會，這是神的恩典。

2016 Warren Wang



信 心 生 活 提 高 你 的 境 地
Faith living elevates your ground

高處的腳印
Footprints on high places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
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The Lord God is my strength, and He has 
made my feet like hinds’ feet, and makes 
me walk on my high places.（哈 Hab. 
3:19）

行在高處 On higher ground

人的一生有如行路，行在高處
或行在低處，乃是一個信心的
選擇。先知哈巴谷在「無花果
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的
困苦人生中，選擇了行在高處，
因此得著神所賦與的力量。基
督徒是天上的國民，行在靈命
與道德的高地，所思念的是上
面的事，所表明的是「那召我
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信心使我們的立足之地
不斷提升，顯出神的榮美。

2016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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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地高行

信徒區與非信徒區並非兩個隔絕的區域，乃
是兩個彼此交集、互相影響的生活範圍。信
徒與非信徒在交集之處一起生活，對信徒來
說，這裡乃是信心的體現區。當信徒從主日
的敬拜回到日常的生活，有如從屬靈的高原
進入汙穢的窪地。窪地中充滿了各樣的罪惡
與誘惑，門徒的信心在這裡受到考驗。耶穌
對門徒說：你們是世上的鹽，是世上的光；
要將你們的好行為照在人前，好使榮耀歸與
天父。（太5:13-16）門徒應當倚靠主，在
低窪之處行屬天之道，以善勝惡，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在這濁世與主同行。

High walk in a Low Place

2016 Warren Wang



信 心 生 活 加 深 你 的 根 基
Faith living deepens your root

溪邊的樹 A tree by the stream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
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
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But whose delight is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nd 
who meditates on his law day and night. That 
person is like a tree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    
which yields its fruit in season and whose leaf 
does not wither—whatever they do prospers.
（詩 Psa. 1:2-3）

堅固根基 A solid foundation

人生在世，必須有根基。聖經
以種樹和蓋房子來比喻人生的
根基，二者都與神的話語有關。
喜愛神話語的人有如溪邊的樹，
扎根於水源；遵行主話語的人
有如磐石上的房子，根基堅固。
這樣的人乃是聰明人，耶穌說：
「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
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
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
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
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7:24-25) 

2016 Warren Wang



生活考驗你的深度 Life tests your depth
根基淺薄的人經不起生活的考驗。耶穌說，有一種人是「土淺石頭地」。他們雖
然喜歡聽道，但因土不深，沒有根，一旦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
跌倒了。（可4:5-6, 16-17）

人人都持有一些信念，無人例外。在生活的考驗之下，許多人的信念被搖動，被
改變，他們的人生也隨之改變。有少數人他們的信念扎根很深，不但不被生活所
改變，反而改變了生活。耶穌的門徒屬於這些少數的人。

所有的信念都有來源。許多信念來自於別人，有些來自於自己的體驗，還有一些
來自於神的啟示。門徒的信念來自於神的啟示，這樣的信念有兩個特性：第一，
它是最深的。第二，它是最有福的。

聖經是神的啟示。門徒若用心研讀神的話語，成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他的人
生必定經得起考驗，並且蒙神的祝福。研讀聖經是門徒畢生的功課，不只是用頭
腦來研讀，更是用行動來研讀。耶穌說：凡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那人是個聰明
人。這樣的人無論生活怎麼考驗他，他的房子總不倒塌。

2016 Warren Wang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
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
你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
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
關係。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