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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心行事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5:6-7 

→ "We are always confident...because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希伯來書 Hebrews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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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信蒙恩，因信稱義，照著你的信為你成就罷！ 

 從不同面向看憑信心行事 

1. 即或看不見卻仍舊相信 

希伯來書 Hebrews 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 anh certain of what we do not see. 

當你相信，你就能看見 

visualize the future, see in advance imagine something before it become reality. 

建築師設計建築，科學家想登月也得先想像結果？相信可行 

Before you see it you believe. Wernher Von Brawn, 基督徒太空火箭之父說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great achievement in history without faith." 

→ vision 異象，從神而來的看見，夢想，遠見在你心中，你相信，神能成就。 

→ 你有異象嗎？什麼是從神來的異象呢？如何得到呢？ 

讓神的大小來決定你的異象的大小吧！ 

2. 順服神即或我不明白 

希伯來書十一章，挪亞，亞伯拉罕....的例子 

→ 希伯來書 Hebrews 11:7「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他順服神，做從來

沒有發生過的事，沒看到過的事，does not make sense。 

希伯來書 Hebrews 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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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知往哪裡去。」 

亞伯拉罕 75歲，小有成就，要離開熟悉的領域，去哪？多久？極端冒險的事。(risky) 

希伯來書 Hebrews 11:29「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滅了。」 

你到底相信神呢？還是你的感覺？你相信神的話呢？還是別人的話？相信神？還是相信

害怕呢？ 

→當我們見主面時，想想看主對你說：你為何不相信我的話呢？那時將如何？為何不聽話呢？

上帝不需要向你多做解釋，祂希望你擴張你的信心！ 

路加福音 Luke 1:38「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了。」 

3. 即或感覺不想走下去仍堅持 persisting 

感受，感覺時常導引我們，我感覺好才做，使我們被情緒導引走錯路。作對的事不會錯。 

希伯來書 Hebrews 11:27「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

看見的主。」祂恆心忍耐，"held to his purpose" 因為他聚焦在那看不見的 

希伯來書 Hebrews 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4. 尚未擁有前就能宣告 

不斷地想，不斷地談論，不斷地禱告。你的夢想異象會愈來愈清晰，最終上帝會完成祂的

計畫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1: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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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2: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希伯來書 Hebrews 11:22「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

骨留下遺命。」"confidently spoke of God bringing his people out of Egypt, He was so sure of it that he 

commanded them "You say it before you see it. you speak Word's of faith, not words of fear. 

雅各書 James 3:5-11談到話語的能力，speaking in faith. 

亞伯蘭上帝把它改名叫亞伯拉罕，字義是多國之父，他 99 歲沒有小孩，但上帝已經先說

出來了。 

羅馬書 Roman 4:17「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

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God announced to Abraham" I have made you a 

father of many nations. ...so Abraham believed the God who gives life to the dead and calls things that 

ar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5. 即或現在沒有，我仍願意奉獻給出 

給和信心連在一起，給和愛心又連在一起 

約翰福音 John 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

生。」已經是完成式。 

亞伯獻上祭物，奉獻；登上了信心偉人英雄榜。 

希伯來書 Hebrews 11:4「亞伯因著信，獻祭與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

就是神指他禮物作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稱義 "approval" 

他按照上帝的方式給，...奉獻。 

信心應許奉獻，不是有多少給多少。信心應許奉獻是上帝感動你多少，上帝要多少我都甘

心樂意的給，我相信主，主會預備。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8:2-3「2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

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3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

的捐助，」 

十分之一奉獻是基本的要求，可能你自己不夠用，但先分出來給上帝，代表你的信心。你

給主的絕對比不上主要給你的。 

馬太福音Matthews 6: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你如果不相信上帝在金錢上祝福你，供應你，你怎敢把永生交給祂呢？ 

6. 在接受到上帝的應許與祝福前先感謝上帝 

希伯來書 Hebrews 11:30「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By faith, the people 

walk around the wall..." 

約書亞記 Joshua 6:8-9「8約書亞對百姓說完了話，七個祭司拿七個羊角走在耶和華面前吹角；耶

和華的約櫃在他們後面跟隨。9帶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後隊隨著約櫃行。祭司一面走一面

吹。」 

馬可福音Mark 11:24「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

必得著。」"...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上帝永遠不改變，"According to your faith." 

7. 如果我沒得到但我仍然相信 

希伯來書 Hebrews 11:35-40「35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原

文是贖），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36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37被石頭打

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38在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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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9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

未得著所應許的；40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在痛苦中仍然相信上帝，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好的，上帝會給你一個交待，更好的，最好的

在後面 

詩篇 Psalms 23:4「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 

=> 上帝禱告的應許是真實的；God has eternity to keep His promise, 永恆與現在我們要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