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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使徒信经》介绍 

 

 

 

亲爱的听众，欢迎收看《使徒信经》系列讲座。首先我会对“信经”

作一个整体介绍，随后则特别探讨《使徒信经》。 

 

信经这个词听起来并不那么引人入胜。在今天这个时代，信条、教义、

信经、信仰告白以及要理问答一类的词都不太受欢迎。许多人说：“只需

行为，无需言语。”如今的世界不管我们认信或相信什么；只在乎我们是

谁和我们做了什么。 

然而，第一批基督徒却认为信条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五旬节后，教

会“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徒 2：42）。这正是我们要去做的。 

 

当你听到《使徒信经》一名，也许会问：何为《使徒信经》？甚至可

能会问：何为信经？《使徒信经》这个名字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使徒。

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如果使徒仍在我们中间，该是何等鼓舞人心！然而，

使徒早已不在人世。但是，我们却拥有使徒信经——这份认信是基于使徒

的教义与教导。 

 

   “信经”(Creed)一词源自拉丁文，意思是：我信。《使徒信经》正是表

达了一种认信，信徒借此宣告：这就是我所信的；教会亦借此宣告：这就

是所当信的。 

 

按定义来说：信经是基督徒认信的正式并根基性陈述，关乎基督徒对

上帝与救赎的认识。信经是一种信仰告白，是基督教义的总结。《使徒信

经》就是这样的一种信经或认信——是一份简明扼要的信仰告白——（原

文）以一百一十三字阐述了基督教的整个根基性真理。这是基督信仰最基

本的论述。《使徒信经》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谓是基督教会最古老的信

经文件；这份文件把我们带回基督教的初期。 

 

初代教会需要一种信仰告白来教导新信徒。教会扩张之时，需要一种

方式来辨认信徒，分辨他们是否真正信靠基督信仰。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

是：“谁能受洗？”以及“受洗有什么必要条件”？ 

 

在《使徒行传》第 8 章 37 节我们读到，腓利要求那位太监在受洗以前

先要宣告自己对福音的信仰。他对太监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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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作了信仰告白之后，腓利为

太监施洗。这就成为了基督教会的规则。没有信仰告白，就不会施行洗礼。

即使是那位太监，也需要在受洗之前作出信仰告白；因此，任何人若想要

受洗，就必须作出公开的基督信仰告白。这是所有基督教会的必然要求。 

 

此外，洗礼必须按父、子、圣灵的名进行。在受洗以前，信徒必须宣

告自己相信：圣父上帝及创造，圣子上帝及救赎，并圣灵上帝及成圣。这

种要求新信徒必须作的信仰告白最终导致某些信仰规则的形成；这就是受

洗告白。 

 

早在二世纪，基督教会就有一定的规则，用以阐明基本的信仰内容。

其关注重点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并宣告基督徒所相信的内容——关于圣父

上帝、圣子上帝与圣灵上帝。 

 

大约主后一百年，罗马教会已经出现信经性的陈述，用于洗礼当中。

这些陈述与后来公认的《使徒信经》十二条几乎如出一辙。 

因此，《使徒信经》的名称在某种意义上有误导性。这份信经与其名相反，

并非由十二使徒所著。有一种传说认为，使徒们分道扬镳并从耶路撒冷出

发去到外邦世界传福音之前，每人写了一条信仰告白。这就解释了为何

《使徒信经》一共有十二条，以及其产生的过程。然而，没有什么证据支

持这一说法。这仅仅是一种传说，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些早期信仰规则随

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中所宣告的教义开始被使用于早期教会，成为指导初信

者的范本——用以预备受洗。因此，《使徒信经》并非是某个会议结果，

而是起源并出现于早期基督教会的生活与实践。这个事实表明一个重要的

道理。使徒信经》早在议会与教会会议承认其以先就存在，随后被接纳成

为基督教会共同的信仰告白。 

 

《使徒信经》并非是因某个委员会、教会会议、主教或地方长官的一

声令下，而强加于教会。相反，其诞生于使徒的教导与早期基督教会的实

践。其出现是自然而然的，是教会孕育而成的。《使徒信经》将地方教会

联合在一起，成为同一个身体的成员，即耶稣基督的教会。至于《使徒信

经》这一名称，只是简单表明了这些信条与使徒的教导一脉相承。 

 

有一些教会和宗派非常反对信经与信仰告白。五旬节教会、灵恩派教

会、召会和一些福音派就会浮现在我脑海。他们强烈反对一切教会会议与

委员会加诸给教会的信经与条例。他们认为，信仰告白与信经是人为的，

因此要加以拒绝。他们的口号是：“只要圣经，不要信经。只要基督，不



4 
 

要信经。只要主，不要教义。”他们说：“圣经就是我的信经，基督就是

我的信仰告白。”这些话语中包含一个值得肯定的事实。我们完全认同圣

经无可取代的地位，是教义与生活实践的唯一权威。我们也赞同说，基督

是无可取代的。按着彼得的话——“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

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然而困难在于，如果一个人既没有信经也

没有信仰告白，就会坚持不符合圣经的观念。基督的教会拥有信经是合乎

圣经的。 

 

圣经本身充满信经性的论述与宣告。事实上，我们在旧约中就能看到

信经。在《申命记》第 6 章 4 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宣告：“以

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这本身就是一条信

经，是对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信经；因为这条信经宣告了上帝的独一性

与独特性。 

 

新约也同样包含信经与信仰告白。福音书饱含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与

救赎之道。《约翰福音》第 3 章 18 节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我们读到耶稣自己的

见证——祂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约 14：6）我们也可以思想彼得的宣告：“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太 16：16）《提摩太前书》第 3章 16节也记载了

一则十分古老的信经：“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

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

荣耀里。”《使徒行传》第 8 章 37 节，我们也读到埃塞俄比亚太监的信仰

告白：“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一切想要受洗的人都要先作信经

性的信仰告白。 

 

我们在保罗书信《腓利比书》第 2 章也能读到一则十分重要的信经，

是新约信徒早已公认的。使徒是这样论及基督的：“祂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

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这些论及基督的话语受默示而写就，在教会聚会之时作为圣诗被唱

出。这是诗歌性的信经，合乎正道地表达了我们所信的。直至今天，还有

一些教会仍然在诵唱这些经文，就如很多教会诵唱《使徒信经》一世纪的

罗马官员记载说，基督徒是一群在主日晚上聚集之人，唱诵和赞美他们被

钉十架的上帝。 

 

使徒保罗也强调，基督教信仰必须包含一定的基本要素。他教导哥林

多教会的信徒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

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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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林前 15：1-2）随后

的经文总结了关于基督的一系列事实：“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

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林前 15：3-4）这段话听起来就像一段信经和信仰

告白，清楚道出基督教会对耶稣基督的认信。 

 

早期的基督徒也有信经与信仰告白。其中，最早一则连接早期基督徒

的信仰告白是：“耶稣是主！”他们宣告耶稣是万有之上的主。他们称耶

稣为弥赛亚，上帝之子，是救主，是战胜死亡的那一位。早期基督徒有一

个符号叫作“ichtus”——一条鱼。Ichtus 是鱼的希腊文单词。其含义就被

包含于这些希腊文字母中。意思是：耶稣，基督，上帝，圣子和救主。也

就是说，基督徒宣告自己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之子，是救主。这是相

认的标记。若有人画了一条鱼，你就知道对方是一名基督徒。在基督徒遭

逼迫的时代，这就是彼此相认的记号。同时，也作为宣告自己认信耶稣的

内涵。 

 

基督徒向来都是用特定话语来宣告自己的信仰。如果有人问你相信的

是什么，你不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将圣经通读一遍给他们。相反，你会

总结整本圣经的教导。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向世界宣告信仰的方式。

信徒若不确切作出自己所信为何、所信是谁的陈述，就无法向世界作见证。

每个人都会作陈述，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基督徒亦是如此。事实上，若

有人大声宣称：“只要基督，不要信经；只要圣经，不要信经。”那么这

本身就是宣告了一则信经。这样的陈述就成为你的信经。信经、信仰告白

和要理问答都颇具价值，用以教导年轻人，帮助我们向世界作见证。 

 

有一次，一位基督徒与自己的小女儿在一起，他们与一位不信者讨论

起祷告。他试图解释祷告的含义，却发现自己无法找到正确的词汇来解释。

不信者追问：“祷告是什么？为何祷告如此特别？”这时候，小女孩引用

了自己所学的要理问答，说：“祷告是奉基督的名，承认我们的众罪，感

谢上帝诸般的怜悯，向上帝献上我们的心愿，并祈求合乎上帝旨意的事。”

我们要向上帝感谢要理问答，使得小女孩受教导，能够说出祷告真正的含

义。 

 

如果信经与信仰告白抛开圣经的最高权威，并且忽视圣经对信仰知识

与救赎实践的绝对有效性，那就应该对此予以反对。若是信仰告白与信经

所教导的教义，与圣经教导背道而驰，就当予以反对。这让我想到罗马天

主教的信经，其与圣经教导相反，不仅教导说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牧

师，还说神父有权柄在主持弥撒时重复基督的牺牲，叫活人和死人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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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和信仰告白若不以圣经为基础，就会对教会产生危害。符合真理

的信经与信仰告白呼应并重复了圣经教义，因此是从属于圣经的。若是其

地位干涉了圣经至高的权威，就会危害教会。基督的教会坚持“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 

 

教会需要有信经，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教会有责任保护真理，抵

挡谬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

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提后 1：13）在《提摩太前

书》第 6 章 20 节，他宣称：“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

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保罗认为，基督教教导是有一种

标准的，是有一定教义的，并且上帝赐予教会一系列真理，应当以教义的

形式予以持守。 

 

当你问：何为教会？是什么使教会成为教会？保罗称教会为：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保罗在这里将教会定义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有责任支持并捍卫真理。教会从上帝那里领受真理，不可按自己的意

思任意改变调整。相反，教会应当持守并护卫真理，将其视为上帝托付的

珍宝——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众人的益处。若教会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不再

是上帝的家。 

 

上帝将真理托付给教会，这一事实使得教会有责任持守真理的标准。

要做到这一点，教会应持守圣经圣言，不可对经上的话有任何添加或删减。

教会若是有任何败坏或摒弃圣经真道之处，就不再是真理的柱石。教会也

有责任捍卫真理，免于一切谬误与异端。异端的出现一向是使徒们长期以

来担心的事情，也是新约教会那些跟随使徒的领袖所担忧的。自从基督教

诞生以来，教会就出现异端，宣扬与基督人性和神性有关的异端邪说；他

们将靠恩典白白得来的福音与犹太教靠律法得救的教义混为一谈。 

 

为了持守真理，教会需要制定信经与信仰告白，以此捍卫并持守圣经

真道。历史肯定了教会用信经来阐明真理的必要性。谬误与异端盛行，迫

使教会以更精准的方式表述并阐明真道，以抵抗一切错误与异端。信经已

经成为——也确实是教会生活的必需品。信经与信仰告白的存在之所以必

要，也因其向世界宣扬教会所相信的是什么。教会被称为上帝在世上的见

证。因此，信经与信仰告白就是记号，如同规范和旗帜一般，向世界宣告

基督徒的认信。 

 

通过信经，教会也保护基督信仰免受虚假的指控。在早期教会时代，

教会的仇敌散播谣言，说基督徒想要颠覆罗马凯撒的王权。保罗与其在帖

撒罗尼迦的支持者被指控为动摇罗马皇帝的权威；将福音视为仇敌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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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地方长官说：“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徒 17：7）政府长官因而受其影响，对基督教会产生错误的印象与观念，

认为其要推翻政府的权威。在这样的光景下，教会有必要使用明白无误且

精准的话语，表明教会的认信。 

 

宗教改革时期，荷兰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为了向政府清楚表明立场，

说教会承认国王与政府的权柄，教会制定了信仰告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

知的《比利时信条》。 

其以圣经为基础，表明了教会对政府呼召与责任的认信，并进一步说明，

基督徒有义务作出顺服。信条明确指出，我们相信耶稣为王并不意味着基

督徒不将尊荣归于地方长官。圣经教导基督徒要顺服上帝设立的掌权者。 

 

我们看到《罗马书》第 13 章 1 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值得注意的

是，保罗在这里不是指基督教政府，而是指罗马政府。然而，这里圣经并

不是命令基督徒行事去违背使人蒙福的上帝律法，或是违背基督信仰。若

有人强迫我们如此行，我们应当顺从上帝而非顺从人，正如我们在《使徒

行传》第 5 章 29 节读到的：“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

人，是应当的。’”信经是必要的，是上帝赋予教会属灵权威的表现。基

督的托付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 28：19）上帝赋予

教会权柄，使之作为圣言真正的传扬者。教会通过讲解圣经来教导上帝的

真理；其以讲道的方式传讲圣经，也用信经与信仰告白来传讲圣经。 

 

当我们省视以上一切之时，我们应当心怀感恩，因为主以完备的信经

与信仰告白托付我们。昔日教会的辛劳帮助了当代教会，使之能够制定信

仰告白，用以阐明圣经的根基性真理，并对抗谬误与异端。我们不能无视

或低估传统。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我们；我们隶属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其

中的男男女女认信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上帝，认信耶稣基督的圣父上

帝。 

 

信经和信仰告白很重要。许多自称基督徒之人认为信经与信仰告白只

不过来自人的传统及宗教观念的表达。他们不明白信经与信仰告白何等重

要，能够捍卫并阐明圣经真理。我们看士师记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

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这些话描述了一种属灵的无序状态。

今天，我们的特点是同样的无序状态。这不仅存在于世界，而且也存在于

教会中。 

 

在我们今天的世代，人倾向于认为，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圣

经。我相信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是合理的。我不需要信经也不需要信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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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帮助来让我认识圣经的真理。每个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圣经，

相信他所信的。这样的人对其他人的任何信仰都有很高的容忍度。在持守

如此观点的人群当中，信经与信仰告白不会受欢迎。 

 

有些人反对教会的信经与信仰告白，他们通常内心另有隐藏的原因。

他们厌烦教会信经与信仰告白里所阐述的教义，因为他们对上帝、基督、

信心以及救赎有自己的观念。“只要圣经，不要信经”的口号经常被肆意

用作宣扬谬误与异端的借口。这种对教会信经的反对通常是支持异端观念

的烟雾弹；这些人不要信经，因为他们要制定自己的信经。因为，他们轻

视上帝通过前代信经与信仰告白对于教会的赐予。对教会来说，基于圣言

的信经与信仰告白至关重要——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古老的错谬与异端

常常改头换面着卷土重来。因此，保持警醒非常重要，并要明白前代教会

对于这些异端是怎样回应的。与这些谬误和异端征战的武器往往来自教会

的信经与信仰告白。这是前人留给我们丰盛的传承。信经与信仰告白能够

保守我们不偏离圣经的根基性真理，并且与历代先辈彼此连接。信经与信

仰告白也能够将认信同一真理的不同教会连接在一起，是全世界各教会的

纽带。 

 

古往今来，《使徒信经》尤其对基督教的统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

论是东方教会、西方教会、新教、罗马天主教、浸信会还是其他宗派，都

公认《使徒信经》是自己所信的根基。因此，我们承认并认可《使徒信经》

是基督教的信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