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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信德？

众生因信德不足，致使祈祷不能应验——心智于恐惧与烦恼中得不到解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不了解何为信德所造成的。请阅读本则关于该问题的简单而透彻的释义。

全世界 难灾 不断，风雨飘摇，似有重大事件将要发生。

现今世界衰颓崩塌，随之出现有史以来规模和破坏性最大的战争，导致世界经济衰退，

社会动荡，宗教信仰混乱，警醒着世人当今文明即将终结。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建立世界和

平新秩序的时日已近——比人们认为的更近！

今人有信德吗？

耶稣在谈论自己第二次降世时，有预见性地问过：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耶稣在说这句话时，他已清楚地预见了未来——就是我们这代人。他是在已经预见了现世

无信德，才问的这个问题！

显然，这个世界已几乎丧失了真正的信德。难怪信德之人少有——难怪许多人说，“我的

信仰不 强够 ”——或者说，“我就是信不起来”。今天的人们不知何为信德，或不知为何不具信

德。无具信德，不得救赎！

耶稣具信德!
当耶稣以人身行于世间之时，是具有信德的！

他曾明确地说过，“我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

几乎无人觉知他的作为——他所造作的奇迹——并非以他所具有的任何超自然能力为之。他

所作的任何事，他所造作的任何奇迹，都是信德所为，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

但是，他又是如何造作奇迹，完成他的伟业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耶稣解释道，“作他自己的事”。

是的，神之圣灵——神之超自然的无穷力量——住在耶稣的身体里，你我亦如是。万能的神，

创世者之力量就在耶稣体内；而同一位永生之神所拥有的同样的力量可能就和今天的你同在！

一世纪，真正的神教会中的一切信徒和布道者都曾造作奇迹，甚至比耶稣所造作的更伟

大，直至获病之人照彼得之影可令康复一事的出现为止！

彼得，斯蒂芬，菲利普，保罗——都是普通人——都具有神力，与耶稣所具有的神力相同，

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与神接近，所以神之圣灵住在他们体内！

而今，我们似乎丧失了那神力，并非因为神不再赐予我们神力，而是因为我们与这个现

代的物质世界如此之近——我们的心智充斥着此生的物质利益；我们的心智与心灵离神而去；

我们因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经圣 ，我们的祈祷不够谦卑、虔诚、用心，从而失掉了与他的联

系——结果，圣灵不与我们同在！

所以现在，我们来问两个问题：

其一，何为信德？

其二，我们如何拥有它，并令其增长？

何为信德

现在请注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页边译文作“信心”（希伯来书 11:1）。所以信德

之来先于拥有。

一旦你已拥有，就不会对之产生期望。但就在 拥你 有它之前，你已有了实底；那个实底

——你会拥有它的信念——就是信德。

信德还是确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德先于 对你 所求之事的实有。信德是在 还你

未见它之前，便生你会获得它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尚未拥有它。你未见未觉——

信德是你可拥有或将拥有它的确据。信德是你可拥有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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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你被治愈

所以请注意，在 渴你 望或向神祈求某事之时，你会获得你所祈求之事的确据即现——是种

证据，因为神的确据就是证据。而那证据——那确据——又是何物？是对此的应验，令 实拥你确

有它吗，因拥有便可见，可觉，可闻吗？不是的！

假设你病了——你得了一种病。耶稣一直在治疗病人。而且他曾说过，他所做的事——此为

其中一件——我们也该同做。假设现在你祈求神治疗你。你自然想看到你将被治愈的迹象。

那么那迹象，那证据又是什么？是疼痛减退——或是肿瘤变小——是你可觉可见的迹象吗？

我认识的一个人曾说过，“当我看到有人因祈祷而被治愈，我才会相信”。这个人说他想要相

信——他想要拥有信德！他在寻找他能看到的确据——他于有生之年从未亲见！

因为我们所见——我们所感——并非真正的确据。拥有它——看到它——并非信德。信德先于拥

有，因为信德是你会拥有它的自信——信心。

人的心智生来仅可通过五种感觉获取知识。这仅有的五种渠道通过自然过程将知识传递

给人的心智。五种感觉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感觉。

但那并不是信德！信德是精神层面的，与身体的五种感觉无关。

祈祷是精神层面的。神是圣灵！假如我们祈求身体得康复，我们确有确据——积极的证据

——身体会得康复；但这确据并非可见，可感，可闻——不是物证——而是信德的神示证据。信德

就是我们的确据。

不寻常的审讯

试想在法庭上的一场审讯。这是一次非常奇怪——极不寻常的审讯，因为受审讯者并非别

人，正是万能的神！而你自己就是法官和陪审团。控方律师就是你的人性。辩方律师是圣灵。

神被指控犯有欺诈罪——不守信用——以欺诈行为骗取价值高于金钱之物！神被指控犯有故意不

兑现承诺罪。

你作为法官和陪审团，已读过雅各书 5:14 中记载的神可令病人身体康复之能力和书面

承诺。你已按照神的书面承诺祈祷身体康复。你按照神的指导，请来教会长者，让他为你祷

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并为你抹油。

控方律师，你的人性，试图证明神通过欺诈手段——违背他的约定——撒谎——来骗取你的忠

诚，为作为法官和陪审团的你提供证据。

“我的证据，”你的人性说道，“是实事求是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你可见可感。你能

看到你并没有被治愈。病痛仍在！事实上，可能已经恶化！神给了你书面承诺，如任何人出

具承诺书一样地肯定。你遵守了他的约定。你祈祷。 请你 来教会长者，他们也祈祷。你相信

了！但是你能看到我的证据——你能感觉到我的证据——你仍在受苦——你并没被治愈！因此，神

没有治好你！神没有履行承诺。神的话—— 经圣 ，欺骗了你。神失败了！我的证据是你可见可

感觉到的！你并没被治愈。因此，我请求你判其有罪！——一级罪名——我请求你看到万能之神

以欺诈手段对你撒谎，骗取你的忠诚，不履行他所作的书面承诺之罪。”

现在由辩方律师——神之圣灵与 对你 话，他既安静且平和。

他对 说你 ：“现在，由我提供证据证明神的话是真实的——神是守信的——神不说谎。我的

证据不是你能看到，能觉察到的。我的证据就是简单的信任——病人对神的话之真实性的信任。

神不可能说谎。我的证据是 对这你 一事实和他的承诺之信德。而且信德是不可见，不可感知

的确据。”

“让我们回顾此案，看清楚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你的人性是如何混淆事端

并欺骗你的。神在出埃及记第 15 章中曾对 说过你 ，他是你的医生——你的神医——这是他的一

个名字，而且神之名得自神之性。神派神子来到世间，受鞭打之苦，因 违你 背自然法则而代

你受罚——他的身体为你而破碎，因他受尽鞭打，你才被治愈！神给了你承诺，他愿意治好你。

他让 请你 来教会长者，你做到了。他承诺治好你。但是神在约定中也规定了，即他的话‘照

着 们你 的信给 们你 成全了吧’——这是基督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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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是你确信神会信守承诺做事。你看不到信德——也感觉不到它。你所见所感知的与

信德无关。你的人性想让你忽视神没有承诺何时或如何治好你！

“神的旨意在于在你有生之年，将你从已有之态变为神子之貌——具有神性。神性的一部

分就是学着忍耐！而且神在雅各书 1:3 章中给你以指示，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神曾在本

章和其他经文中揭示过，有时他会为了试验你的信心，教给你忍耐而延缓对你的治疗！你的

康复——神曾承诺过的——有赖于你的信德。

“信德是相信神会做他尚未做的事。一旦你被治愈，就不再需要试验你的信德。你必经

受信德的试验，直到神将你治愈——直到你能看到并感觉到你被治愈。在你被神治愈之后，你

即不再需要寄信德于此，但你的信德必坚定不移，耐的住考验，无论你看到或感觉到什么，

直至神 实确 将你治愈，履行他的承诺。

“现在，本案的控方律师，你的人性，想让你相信，你在祈祷了 30 秒钟即具信德，如

果那时神还未如你期望的依承诺履约，你就认定神犯了欺诈之罪。一旦你的人性受了魔鬼的

浸染，并因神尚未履约而判定神不会依约而为—— 认为你 神是骗子的那一刻——你就失掉了对神

的信德；因而你也违背了你的约定，违背了你会具有并一直拥有信德，信任神，信赖神，直

到他实现承诺的约定。

“信德就是对神的话的信任。是你对未见未觉之事的证据。因此我请求你忍耐——一直信

任神，直到他将你治愈，那时他就会让你康复！我请求 对你 神犯有欺诈罪这一指控，判为无

罪——我请求 认你 定神是信守诺言的，而且 们你 也会获得他的承诺。”

证据现已列明。现在你可以宣判了！

你必依证据进行宣判。

你相信哪个证据？是你可见可感——经常欺骗人的物证——还是你的信德，即相信神的话是

真的，他的承诺是 实确 的，神是不可能说谎的？

如果你相信后面的神示证据，驳回可见可感的物证，那么你可以宣布你判定神的话是正

确的——你可从病痛中得到解脱，而且他所承诺的将会实现。

但是，如果你决意相信那些可见可感的物证，而不相信万能的神——而且你否认神的话和

他的承诺，拒绝相信它——换句话说，在神实现他的承诺之前，拒绝接受，也拒绝相信信德之

确据，那么你必宣判，“不得治愈”，你也不会被治愈！

可见，除非我们相信神，否则他便不承诺治好我们，或任何事情。耶稣曾说，“照着你

们的信给 们你 成全了吧”。切记，信德必先于获得，也是获得的前提。

有人曾将其诠释的很到位：“信德就是相信神之所言是真的：神会依其所说行事。这种

信任，对神的话的信赖，信心，就是信德！”这正是 经圣 的释义。神所作的事情就会成为现

实！

了解主的旨意

切记，无论你需要什么，如果你期望你的祈祷能得应验，你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找经

文，了解这是否是主的旨意（以弗所书 5:17；提摩太前书 3:14-17）。

揭经圣 示了主的旨意。我们不必说，“我知道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他会治愈我。”你

能了解他的旨意。就治疗而言，我可确切地告诉你，神的话言简意赅，这是他的旨意。 经圣

中满是承诺——真的全是承诺。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去看看神是否承诺过，如果是，他就不会

违背诺言！

做出承诺的要义

我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我的两个儿子来让我为他们做件事——我现在记不得是做什么事。

那时他们大概七岁和九岁的样子。我只记得我不想做那件事。

“但是，爸爸，你答应过”他们说，“你要守信用。”

之后我记起我曾经承诺过。那么， 认为你 如何？当我的两个儿子来找我，并说了那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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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觉你 得我会不守信用吗？不会的，如果你也这样坦白地对神讲明他曾许下的承诺，再

把他的承诺用在你身上，并相信神会守信，断掉你的忧虑——断掉 试图你 努力去相信的做法—

—只是放轻松，让神来处理——把它留给神——让他实现承诺——他就会将其实现，屡试不爽！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我曾不只一次地，甚至千百次地试验过我对你所说的话，而

且神从未违背自己的诺言。当我祈祷并期望能得应验之时，应验频现！

神承诺会满足一切需要——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会满足一切物质需要（马

太福音 6:33）。

这份事业即是信德的典范

缘何，这份事业便是我们所祈祷的应验！这份事业——明日世界电台，明摆着的事实杂志

和大使学院——现今已扩大到国内和国际范围，影响深远，这份事业开创时是如任何事业一样

——真的是白手起家。

这事业的创立起于百分之一百的信德——在事业创立之前，我们已经真正了解到信德的教

义。

何以今人缺少信德

那现在，简言之，何以我们不具信德，我们又如何能得到它，如何使它增长？许多人说，

“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我感觉不到，也不能确信——我能获得应验。”

他们想等到能够确信，感知并由感知而生出信任的时候——再去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应验。

但那与信德无关！

那是感觉！

你的感觉， 证确 和迹象都与信德无关。信德仅关乎神的话！问题是，神在 经圣 中是否允

诺过？如果他曾允诺过，那么那些可能性，感觉， 证确 ，迹象都无关痛痒。神实现承诺的方

式有上千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无需看到他是如何将其实现的。

而另一件事是——他永远不会依照我们的期望行事。所以不要试图找出神是如何履行承诺

的。你信任的是超自然的力量！那么就相信那种力量。神以其神秘的方式造作奇迹。他所应

承的，便会实现；但他会以自己的方式，以他的时间行事。把一切留给神，相信他即可。信

赖他的话。

神所赐的

我们要记得，信德是神所赐的。

许多人认为得自神的任何事物都是神赐予的，而获得这些事物的信德是我们必须通过努

力才能得到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放轻松并相信神，对于能让我们获得任何事物的信德也是

如此！（以弗所书 2:8）
启示录 14:12 描述了当时真正的教会情况。那些教众和耶稣真道。注意，是和耶稣真道！

不是我们对他的信德，而是他的真道——是他造作奇迹所具的真道——与我们同在，并应化在我

们身上。

如何得到它？与神接近。了解神。彻底听命于他，实践他的旨意。然后祈祷。于祈祷中

你可了解他。我们过于接近物质事物。你能够通过祈祷，更多的祈祷，接近神，接近精神世

界。一旦你真正做到了，你便可享受快乐和愉悦。

第二部分

救赎需要何种信德？

普罗大众对基督教之救赎的误解比拯救信德更为严重！

“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此为今天最常见的教义。如果你能了解 应你 如何信——那

么这句话就是 实确确 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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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大众都被欺骗了——被一种常见而又极其错误的讲说——误导着相信了一种无人

可得救的信仰。

人们习惯了将经文断章取义——将错误的意思赋予其中——而大多基督教徒就是被这种似

是而非的常见讲说蒙蔽了心智，受骗上当。

经文自相矛盾？

通常，神会在很多经文中揭示某件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

白传言呢？……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赛

亚书 28:9-10）。要想了解 经圣 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 涉纵观 及这件事情的全部经文。而

且我们也不能将我们所传承的或期望的意思掺入任何一篇经文中；因为“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彼得后书 1:20），每篇经文可从其他篇章中得到解释和启示。

例如，经常被引用的罗马书 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

义，”此篇经文可假定为因信德可得救赎，不必从神之律法！而那些如此解释此篇经文的人

却从不告诉 罗马书你 2:13 中，同一位使徒保罗曾得启示写过：“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

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这是自相矛盾吗？如果这篇经文意 揭图 示我们可不必遵从神之律法而得称义和救赎——

我们因信德而得救，不必从神之律法——那么，神的话就真的自相矛盾了！如果你愿意这样解

释罗马书 3:20，那么你也必认为经文自相矛盾，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你的信德将无所依归！

再看看以弗所书 2:8-9：“ 们你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

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那些引用此篇经文的人却随意地教你应“没有

行为”，却从不告诉你同一篇神启经文也曾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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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

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

书 2:14-20）。
此处并非自相矛盾！

将所有关于“拯救信仰”的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就可知道信德有 种两 。而今，为大众所

盲目信奉的就是死的信心——死的信心不会救任何人！请注意！雅各书 2:20：“没有行为的信

心是死的”——是死的信心。

雅各继续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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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

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书 2:21-24）。那么我们是因行为而非信心才得救赎吗？绝不可能！

我们是因信德而得救赎！只不过信德因我们的行为而生效，我们的信德因着行为而圆满！这

才是活的信心！

我们为何仍需救赎？因为我们有罪，罪的工价乃是死！

那么我们的罪因何而来？总之，何为罪？“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是神的回答（约翰壹书

3:4）。
“是的”，现代寓言的受难者们回答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为何如

此肯定！“这却怎么样呢？”神启保罗问道，“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

[违背律法]吗？”保罗的答案是“断乎不可”！（罗马书 6:15）。接着道，“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违背律法]，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

马书 6:1-2）。
律法可行惩处——即死亡。它向违背它的人索命。律法有权取走违法者的生命。因此，它

的力量比罪人的大——在罪人之上，具有向其索命的权利。是罪人在律法之下。但当罪人忏悔

其违法的罪行，接受律法之惩罚——基督的牺牲——他即被赦免——在恩典之下——律法不再位于其

上，向他索命。那些还在犯罪的，仍在律法之下！而只有那些能够忏悔，顺从并信任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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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纠正违法行为，并能够因信德而遵从律法，才能在恩典之下！

神之精神镜像

我们要明白！“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是的，绝不可

能！那篇经文是百分之百正确的，而且没有自相矛盾！你不可能因行律法而得称义——绝不可

能！

为什么？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何大多数的传教者从不引用这句话呢？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 3:20）。这就是为什么！

律法之意不在宽恕，不在称义，不在洗脱罪名。只有基督的鲜血才能如此！律法之意在

于叫我们知罪——解释它，揭示它——从而可使我们断掉它。违背律法就是罪——这就是罪。

所有的女人都应明白此意。每个女人的手袋里都有个小镜子。她知道用它做什么。每隔

一小会儿，她就把它拿出来，偷瞄一眼她的脸。有时照出脸上有一点脏东西。我们可能会坦

白地说，“在这些镜子下，没有一张脸是洗干净的”。 们你 女人明白我们的意思！但是 们你 会

因为镜子照出 们你 的脸没洗干净就把它们扔掉吗？当然不会——把这个问题应化在现实生活

中显得多么地愚蠢！而且如果我们问 为你 何镜子照出 们你 的脸没洗干净，你会回答：“因为

镜子就是叫人知道有脏东西”。

神之律法就是他的精神镜像。我们通过它，看到我们的心蒙了尘土！但是察看律法或遵

守它都不能将我们心上的尘土洗净——只有基督的鲜血才能如此。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听听雅各对此的解释！“只是 们你 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

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惟有

那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

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 1:22-25）。

遵守律法是否可行？

“但是，”那些“无法者”的骗子反驳道，“没人能遵守诫命。人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因

为信德已现，我们不守律法——因信废了律法。”

甚至“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希奇——那等

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歌林多后书 11:13-15）。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神启经文中问道——回答道：“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罗马书 3:31）
是的，信德是坚固律法！通过坚守律法，信德才得圆满！

是的，我们能遵守诫命吗？这可能吗？撒旦的“无法者”的骗子们说不可能！那么事实

真相又如何？

有人曾来到耶稣面前，求问如何可得救赎之法。救主回答，“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

守诫命”（马太福音 19:17）。“门徒听见这话，就希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

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第 25-26 句）。

这是基督所给的答案！在人这是不能的——即是说，人不可能真的遵守他的诫命。但幸运

的是——在神，凡事都能，甚至是遵守他的诫命。 开你 始明白了吗？这需要信德——相信神的力

量！通过你自己的勤奋努力，配合信德的力量，使信德得以圆满。信德与你的努力相结合，

可使守诫圆满！二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

活的信心——唯一能救人的——是行动的信心——是相信神能使人遵从他——是过真正的基督

教徒的生活——遵守他的诫命！

试想想！神会让人做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吗？或者我们能把耶稣当成是个自作聪明的年

轻人，他所知道的比他的父还多，所做的却与他的父之诫命相违背吗？这是多么地荒唐！但

这却是今时今日最常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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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永存

神之律法并不是可怕的猛兽！只有罪人才会害怕公正严明的律法——它们是用来保护善的！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诗篇 19:7），这是灵的律法（罗马书 7:14），是 洁圣 ，公义，良善的（罗

马书 7:12）。他的训词都是 实确 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诗篇 111:7-8）。不要相信那些持不

同意见的人的话！

神之律法是简单的，是有爱的！是人生的圆满。人类所遭受的苦难，不幸，痛苦和死亡

皆因违背律法而生！律法是让人幸福的，也是唯一能让人幸福的人生哲理！它来自神之爱，

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 13:10）！
它不是你的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 5:5）。神拥

有，也必将赐予你，这份完全了律法之爱。因此，人可以通过信德和神之圣灵所赐的，遵守

神的诫命！而且谁持不同之词，神即称之为谎话（约翰壹书 2:4）。
真正持诫之人相信神可令其遵从他。所以，信德没有废除律法，而是坚固律法！而且，

律法需要信德！

但以理书中曾记载了一则有关此永恒真理的可怕事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了一座

大金像。

“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哪，有令传与 们你 ， 们你 一听见乐器

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金像。”（但以理书 3:4-5）。“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

窑中”（第 6 句）。

巴比伦省的监司是但以理的三个年轻朋友，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他们都是犹太

人。神之永恒的灵之律法，其中一条诫命严禁此种神像崇拜。

如果你是他们，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说，“那么，我得对这塑像跪拜——我不得不这么

做，不然就会被杀掉！”你可能还会为自己找这样的理由：“我认为如果神知道我是被迫为之，

还要惩罚我的话，那么他就是不公平的。总之，他告诉我们要服从国家的命令！”是的，找

理由洗脱不遵从神的罪名是很容易的。但是神并不是在找机会惩罚我们——而是找机会让我们

通过信德得救——救我们脱离愚昧之罪，和因我们的行为所造的恶果！

神的律法是要保护我们远离苦难。种因得因，种果得果。当我们行差踏错之时，并不是

神在惩罚我们，而是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自食其果！

这三位年轻的犹太人懂得真理——我们应遵从神而非人，有信德，神凡事都能。所以他们

坚定不移地拒绝跪拜国王的塑像，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第

13 句）。

听听这三位年轻人平静，笃信而无畏的回答。“尼布甲尼撒阿，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

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第 16-18 句）。

有时神会考验我们的信德。他也考验了他们的。你可能会认为他放弃了他们，他不过是

在考验他们的信德罢了。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变了脸色……吩咐人把 烧窑

热，比寻常更加七倍……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他们

所信任的神此时是会放了他们吧？但是没有——此处没有任何物证证明神听见了他们！——“扔

在烈火的窑中。”（第 19-21 句）。

窑火甚热，烈焰四射，“那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人都被火 烧焰 死”。他们“被捆

着落在烈火的窑中！”

是神让他们被扔入窑中！难道他忘了要为那些相信他的人，令其得以遵守他的诫命吗？

神没有忘记！

国王看向窑中，说道，“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 绑捆 ，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第 25 句）所以尼布甲尼撒来在窑口，对他们说。

“至高神的仆人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就从火中出来了。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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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

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第 26-28 句）

这是活的信心的典范——对神的信心可得以遵守其律法！是的，与神同在，就可遵守他的

全部诫命——不要被人欺骗，反其道而行！

信拜基督是枉然吗？

神的话说，“信主耶稣基督，你必得救”，它的意思不是现在所常教的死的信心！现在所

传授的将它的本意曲解为仅仅相信基督的存在，他的牺牲，他的救赎。只是接受这些事实，

接受他——而不遵从神的律法！但是魔鬼相信这些——他们担忧——但他们也没能得救！

基督是新约的信使——是神派来的。你只有相信并服从这位神圣的信使所传的义，才能信

他！“你若要进入永生，”他教导我们，“就当遵守诫命！”

“忏悔，”神启彼得说道，“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 2:38）。神赐给顺从之人的

圣灵（使徒行传 5:32）。他的圣灵是爱，是神赐给我们完备并遵从他的诫命！而这一切都有

赖于信德！

基督来拯救我们免受其罪，而非拯救我们的罪！是让我们免受罪行的奴役和因此招致的

不幸与苦难——而不是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依照今天的惯例信基督，尊敬他，还会迷失吗？基督说，“会的！”

他曾说，“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

进去”（马太福音 7：21）。
他还说过！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们你 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

人的遗传！”（马可福音 7：7-8）

这是基督亲口所说！这种死的信心——这种崇拜——是枉然！那些信它的人，那些教它的人

和教派都迷失了！我们越早觉知越好！

神之救赎的意旨在于救人免受其罪，免受因此所招致的不幸，苦难和死亡！第一步就是

要忏悔自己的罪！而后，借着接纳和信德，以耶稣的鲜血即洗掉过去的一切罪孽。因信德，

我们可永远脱离罪孽。从而得到义，即是信德——是神所赐之义。

我们并非因律法而得称义——是因耶稣基督的鲜血而得称义！而这称义的前提是忏悔我们

违反神之律法的罪——所以说，归根究底，只有行律法的称义（罗马书 2:13）。
神的真理是多么地平实又是多么地华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