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的信心與活的信心 

 

經文:  路 8: 4-15 
 

 



1. 路旁邊的土:  聽道, 魔鬼從他們心裡把道奪去 
 
2. 石頭上的土: 歡喜領受, 心中沒根, 暫時相信, 因試煉退
後 
經不起:  時間的考驗和患難的試煉, 不能結果實 
 
3. 荊棘里的土: 被思慮錢財宴樂擠住, 結不出成熟的子粒 
(太13: 22 :“不能結果”,  可4: 7 “就不結實”) 
經不起:  世界的誘惑 , 不能結果實 
 
4. 結果的好土:  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 忍耐著結果實 
(太13: 23 , 可4:8:“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
百倍的”) 
能結果實, 經得起:  時間的考驗、患難的試煉、世界的誘
惑 

  



屬靈生命的果子： 约 15: 7-8,   约 15: 16 

 

1. 悔改的果子:  太 3: 7-8,  路 19: 1-10 

2. 頌讚的果子:  來13: 15  

3. 品德的果子:  加 5: 22-23,  羅 6: 21-22,   

      弗 5:8-9 ,  腓1: 11  

4. 工作的果子:   腓 1: 22,   啟14:13 



雅 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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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弟兄, 
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
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地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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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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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
信的不錯, 鬼魔也信, 卻是戰驚。虛浮的人哪, 你願意
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麼?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 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 可见
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  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
的。 



為甚麼好土能結果？ 

 

1. 聽道又明白  

太 13: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  後來結
實,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路24: 44-45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
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 說,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
書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於
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 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相關經文： 太13: 51,  可7:14,  弗 5:17 

 

 



為甚麼好土能結果？ 

 

2. 領受 

可 4:20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 又領受, 並且
結實, 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帖前 2: 13 為此我們也不住的感謝神, 因你們聽見
我們所傳神的道, 就領受了, 不以為是人的道, 乃以
為是神的道, 這道實在是神的, 並且運行在你們信

主的人心中。 

 

相關經文： 约1:12 ,  西 2:6 ,  各1: 21,  林前 15:1-2 

 

 

 

 



為甚麼好土能結果？ 

 

3. 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 

路 8:15 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 持守在誠
實善良的心裡, 並且忍耐著結實。 

相關經文： 林前 15:1-2 ,來 3:6,  來 3:14,  來 10:23 

 

• 誠實： 老老實實照著神的道(聖經)相信, 不加入
自己的想法,  神怎麼說, 他們就怎麼信。 

• 善良 ： 神看為真實、看為好。 

• 他們的信心是聖經所教導的信心。 

 

 

 



為甚麼好土能結果？ 

 

4. 忍耐著結實 

路 8: 15  忍耐著結實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患難的試煉、世界的誘惑 

 

彼前 1: 6-7 因此, 你們是大有喜樂, 但如今在百般
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
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
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相關經文：各 1: 2-4, 來 11: 17 

  



聖經所教導的信心:  活的信心 

內在的因素 - 誠實善良 

1. 信心的對像  - 神和神的所是 (来11: 6, 约 17: 3,  提後1:12) 

2. 信心的內容  - 神的作為和話語 (来 11: 6,   羅10: 9-10) 

3. 信心的根基  - 神的話語和應許 (羅10: 17,  羅 4: 17-22) 

外在的行為  -  

4. 結出屬靈果子:  (路 8: 15 ,  太 13: 23,  雅 2: 14-22 , 26) 

信心的形成和成長 

聽道又明白    領受   持守    忍耐著結果實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經得起患難的試煉 

            經得起世界的誘惑 

 

 

 



給弟兄姐妹們的勉勵 

 

我的信心是否符合神的心意?  我是否需要重新學
習聖經基本要道、并開始信心的操練？ 

 

我的信心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患難的試煉、
世界的誘惑？ 

 

我結出屬靈的果子嗎？甚麼因素導致我不能結出
屬靈的果子？ 



 

 

 

榮耀歸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