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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使徒信经》 第一条  

 

亲爱的听众，《使徒信经》第一条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

造天地的主。”《使徒信经》以“我信”起头；它不是以“我明白，故而

我信”起头。基督徒说的是：“我信，故而我明白。”相信在明白以先。

大卫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诗 116:10）。 

 

这与我们当代的文化如此背道而驰！当代人只相信自己能够证明的事。

因此，他所知的甚少。然而，信心理解的是理性不能理解之事，因为其相

信的是上帝圣言。故而大卫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

智慧。”（诗 119） 

 

信心理解的是科学家仍在讨论的事情，例如：世界是如何出现的。正

如我们在《希伯来书》第 11 章 3 节读到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

是藉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使徒信经》并不作逻辑推演，也不关乎某种观点或观念。而是说：我信！

这里的关键是，基督徒在圣经的基础上所信的是什么。 

 

《使徒信经》宣告：“我信上帝。”基督徒相信上帝的存在，独一的

上帝，创造天地的主。信经并不是说，我能证明有一位上帝，或是说我能

参透上帝；而是说：我信上帝！基督徒如何能如此确信上帝和祂的存在？

不是因为基督徒能够证明上帝，而是因为上帝在祂的圣言并藉着创造启示

了自己。因此信经里还有一句：创造天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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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雅典被希腊哲学家所包围的时候，他向这些人传讲上帝，开

篇便石破天惊。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徒 17:24-25） 

 

保罗挑战了他们的整个神学。希腊人与罗马人相信诸神。他们相信

多位神明的存在。但是保罗不谈诸神，只传那位上帝。那位唯一的、真

正的上帝。上帝，非受造的造物主，掌管自己手所造的一切，也不依赖

于人而存在。 

 

希腊人相信的诸神是有需求的，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人的献祭。但

是保罗传讲的不是其中一位倚靠人的神；正相反，他说的是那位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的上帝。他传讲的是上帝是生命的赐予者与维系者；

祂的存在超乎一切受造物。上帝是自存的；是天地万物的伟大创造者。 

 

在这些学识渊博的希腊哲学家当中，保罗的福音信息并非从传讲基

督开始，而是从传讲造物主上帝开始。保罗的起始点是上帝；那位真正

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对使徒而言，最重要的是听众对上帝有正确的

认识。这位上帝与他们过去所认为的截然不同。他的听众所信的上帝，

会影响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对自己及自己真正需求的认识。我们需要关

于上帝正确的知识！ 

 

改教家加尔文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人若不首先仰望上帝，面对祂，

并谦卑下来，就永远无法正确认识自己。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知道自己

在上帝眼中是失丧的、无望的罪人，以及我们是何等需要祂的怜悯。因此，



4 
 

上帝就是保罗话语的起始点。也因此，《使徒信经》以上帝为开头！我信

上帝。上帝是信仰的起始点。 

 

基督徒相信上帝——且特别地，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和圣灵上帝！ 

这是一位有特别身份的上帝。使徒们的书信通常以对教会的祝福祷告为结

语，例如《哥林多后书》第 13 章 14 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

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三一上帝的祝祷。基督徒不

相信任何被人指定为神的神。基督徒相信的是三一上帝。因此，《使徒信

经》传讲的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以及圣灵上帝。因此，我们称《使徒信

经》为三一的信经。其起源于洗礼之前，准备受洗的人必须作的信仰告白。

他们必须宣告自己关于圣父上帝、圣子上帝与圣灵上帝所相信的是什么。

所以，三位一体的概念构建了《使徒信经》的结构，宣告上帝是圣父、圣

子、圣灵。 

 

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祂自己，这信经就是对此表达相信的回应。上帝

在圣言中启示了祂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对此也作了明

确表述，即他命令人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施洗。（太 28:19）这给我

们提出了问题。我们如何既传讲上帝是独一的存在，又同时论及上帝有

三个位格？既然有且只有一位真正的上帝，这样的观点不会引发异端信

仰吗？ 

 

因此伊斯兰教拒绝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他们认为，安拉没有任

何与之同等的并存。安拉是唯一、独一的上帝。 

 

然而，基督徒相信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不是信

三位神，而是唯一的一位上帝；不是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而是三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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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存在于一位上帝。说基督徒信三位神实在是荒谬至极。基督徒相信的

是一位有三个位格的独一上帝。我们对此相信，不是因为理解，而是因

为上帝在祂的圣言中如此启示。 

这里，我想起了《创世纪》第 1 章 26 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上帝一词的希伯来文是

Elohim——是一个复数单词。上帝用复数来描述自己。圣经也常论道上

帝里面不同的位格。《诗篇》第 110 章，主对另外一位主说话；经文是

这样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

脚凳。’”（诗 110:1）当耶稣受洗时，上帝的三个位格表现得十分明显。

圣子受洗，圣父从天上说话，圣灵如同鸽子降落在耶稣身上（太 3）。

圣经清晰地阐明了两条与上帝有关的真理。 

 

第一条真理是：有且只有一位独一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

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申 6:4）。这就是著名的犹太人“示

玛”（Shema: 犹太人晨祷和晚祷中的祷文，申述对上帝的笃信）。 

 

第二条真理是：圣经教导我们必须区分上帝里面的三个位格。《约

翰一书》第 5 章 7-8 节说：“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基于圣

经证据，《使徒信经》信奉三一上帝；宣告上帝三位一体的存在。祂是

存在于三个位格中的一位上帝。神性中的每个位格——圣父、圣子与圣

灵都是完全的上帝，在永恒中彼此相交。 

 

上帝不仅是一位至高的存在，不仅是生命的源头，不仅是至高的智

慧或是伟大的造物主；祂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祂是圣父、圣子与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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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相信，不是因为我们明白，而是因为上帝在祂的圣言中如此启

示自己，即三个不同的位格是唯一真正且永恒的上帝。 

 

虽然这一真理并不违背我们的理性，显然又超乎我们的理性。我们

不能测透上帝。我们必须与大卫一起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

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 139:6）可靠且合乎圣经的神学家教

导我们，有两件事对理解上帝的三位一体至关重要。 

 

第一条真理是，上帝在祂的永存中并非是一位孤单的上帝。祂里面

住着圣父、圣子与圣灵的位格。他们在彼此里面得享至高的喜乐。因此，

上帝并非因为孤单而创造人，而是因为祂定意要将自己的荣耀赐给他们，

希望人有份于祂的喜乐。与伊斯兰教形单影只的神安拉不同；圣经里的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温暖的关系对安拉而言是陌生的。然而，圣经中的

上帝是关系型的上帝。在祂存有的内在之中，三个位格之间存在着一种

关系；并且，祂与人和天使也有关系。 

 

第二条真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与我们的救赎与得救息息相关。使

徒书信不断传讲圣父上帝的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的交通。三一

关乎我们的救恩。如果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上帝就不能差派

圣子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一位上帝之子承担人性，为自己的教会

在各各他为罪献上挽回祭；就不可能有圣灵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

成圣，使我们有份于耶稣当得的益处。救赎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三位一体与救赎的伟大故事有关。这个故事是，圣父上帝计划了救

赎，圣子上帝成就了救赎，以及圣灵上帝施行了救赎。这就勾勒出三一

上帝为我们所行的救赎之工。这位上帝就是《使徒信经》为我们得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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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的上帝。上帝就是救赎的开端。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福音的基本事实。

因此，我们尊荣三一的合一，也尊荣合一中的三一。 

 

《使徒信经》宣告的第一件关乎上帝的事就是祂是圣父。基督徒相信

圣父上帝。圣父属性是上帝存有的根本。非位格的上帝并非是圣经的上帝。

圣经里面没有那位孑然一身的安拉。圣经传讲的上帝是一位父，那么首先

就会提及是祂儿子耶稣基督的父。彼得宣告：“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父上帝。”（彼前 1:3）上帝之中，有圣父与圣子的关系。 

 

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用地上的父子关系来思想圣父与圣子的关系。

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这里讲的是一种永恒的关系。圣父的身份无始无终，

直到永远。人类的父子关系好像圣父与圣子关系的影儿；与此同时，后

者亦超乎前者。 

 

我们不能从时间的角度来思想这种关系，好像曾经存在一种时刻，

父已经在，子却尚不存在。从来没有一刻是有圣父没有圣子，也没有时

刻是有圣子没有圣父。圣经如此论述子是永恒的存在：“在耶和华造化

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箴 8:22） 

 

约翰告诉我们，上帝之子道成肉身以先，就在父的怀里。他在《约

翰福音》第 1 章 18 节说道：“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

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我们确实是认识上帝的，因为耶稣已经表明

了祂。耶稣是圣父上帝最明亮的镜子。耶稣能够说：“人看见了我，就

是看见了父。”（约 14:9） 

 

藉着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我们认识了圣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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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子完全认识圣父。耶稣对不信的犹太人说：“我却认识他，因为

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约 7:29）耶稣可以说：“我是从

祂来的；我在祂怀里，我认识上帝，因祂是我的父。”这就是圣经所用

的语言，用来描述圣父与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间特别的关

系。这是父子关系。然而，上帝不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父上帝。

在耶稣基督里，祂也是所有真信徒的圣父上帝。 

 

耶稣基督是祂亲生的孩子，而信徒却不是；信徒是上帝收养的孩子。

因着基督，信徒被收养为上帝的孩子与后嗣。这唯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从而使真信徒有份于此莫大的特权。 

 

就本质而言，我们根本不是上帝的孩子。在乐园中，因着亚当与夏

娃犯罪，我们已经失去了作儿女的特权。圣经如今把我们称为可怒之子：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弗 2:3）。我们不再有作儿女的本性与心肠。

我们的本性已经为罪所染，被其败坏。我们必须重生，接受新的本性，

才能成为永生上帝的孩子。我们需要一颗新心，需要新的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仅需要孩子的名分，更需要孩子的心肠! 从本质上说，我们生来

就没有作上帝儿女的心。我们不爱上帝，也不愿意顺服祂。我们也没有

权利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已经失去了作上帝儿女的特权。 因为罪，

我们被赶出了上帝的乐园；是的，从上帝面前被驱逐。罪像一座山一样

挡在上帝和堕落的罪人之间，使我们成为可怒之子。但是在基督里，罪

人被重塑，蒙福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使徒约翰写道：“你看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约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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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的比喻教导我们，上帝对一个背弃祂的罪人的父爱是怎样的。

父不仅饶恕了他悔改归回的儿子，还恢复了其儿子的身份，以及作为儿

子所应有的权利和特权。他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给他戴上童年的戒指。

这表现了何等超乎寻常的恩典！ 

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信徒被合法地收养为上帝的子女与后嗣，

正如《约翰福音》第 1 章 12 节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藉着圣灵的更新工作，罪人重

新得到了作儿女的心，因此人再次开始爱上帝并服侍上帝。 

 

我们可以说：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使得罪人重得作上帝儿女的权利。圣

灵的更新赐给罪人，使他们有儿女的本性与心肠。这是何等的特权！因着

基督，罪人被收养而成为上帝的儿女。无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还是基

督教会的会友身份，都不能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圣灵的更新工作，

以及对被钉十架又复活的主耶稣的信心，才有此功效。对这样的人，使徒

写道：“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加 3:26） 

 

因此，上帝父的身份不仅与祂的子耶稣基督有关，祂也是所有真信徒

的父。祂以父亲的怜悯关怀他们。“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

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诗 103:13）祂叫万事合而为善。上帝的子民也许

会和亚萨同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诗

73:24）或生或死，这是何等的安慰——当我们知道天地间伟大的上帝称我

们为祂的儿子与后嗣，并让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 

 

《使徒信经》说的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上帝是全能

的。主耶和华曾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上帝。”（创 17:1）上帝不

仅大有能力，更是全能的。这位全能的上帝被称为：创造天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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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将上帝的全能与创造天地联系在一起。创造天地证明了

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这是何等大能的彰显！ 

 

再来思想上帝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进行了创造。祂并没有假手任何器皿

或工具。祂仅仅是说，于是就有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诗 33:9）圣经如此描述上帝：祂铺张穹苍；用手心丈量诸水；用跨度划

出诸天，用天平称量山岭。这些都确凿无误地证明了上帝无穷的大能。创

造实在表明上帝无所不能，令人敬畏！ 

 

圣经称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圣经开篇有言：“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 1:1）上帝是万有的源头。“万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最终只有一

个答案，那就是：“上帝！”圣经说：“起初上帝……”天地都有一个起

始。只有一位没有起始，那就是上帝！摩西如此形容上帝：“诸山未曾生

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诗 90:2） 

 

这位永恒全能的上帝是天地、人类和天使并一切生命与存在的创造者。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

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

为他造的。”（西 1:16）历代以来，人一直试图脱离造物主的概念而解释

创造的存在。然而，脱离那位造物主，人与动物、花草树木并令人称奇、

不可度量的宇宙——其存在就无法得以解释。 

 

因此，我们宣告自己所信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创造需要一位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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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拒绝承认上帝是造物主时，他们将试图用其它原因解释万有的存

在——天地、生物、草木与动物。物理学家与科学家提出各样的理论来解

释天地的存在，试图将之与造物主的作为撇清关系。 

 

其中最为有名的理论就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的本质如

下：所有的生物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有机体。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这个

有机体产生了所有五花八门的生命形式。根据这个理论，这样的过程需要

大量的时间，甚至是数十亿年。按照这个理论，人类是猿类的后代。 

 

另一种理论认为，曾发生过一次原始的大爆炸——宇宙原始物质的剧

烈爆炸。这构成了宇宙的诞生，所有形式的生命都起源于这次大爆炸。这

些理论否认上帝作为造物主的存在。这种观念与无神论不谋而合。“无神

论”这个词的意思是 “没有上帝”。无神论者是指不相信任何事物的人—

—不相信唯一的真神或其他任何神灵。对他们来说，只有此生是有形的生

活。进化论和大爆炸理论否认了上帝作为万物创造者的存在。这些理论影

响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从而使他们与上帝和《圣经》疏远了。 

 

然而，这些理论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令人称奇。它们是基于大量的

假设和假定前提条件。因此，进化论和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面临着巨大的

难题。他们的理论产生了许多问题。 

 

首先，创造需要一个创造者，因为世界不可能是自己创造的。存在的

东西怎么可能起源于无？如果万物起源于某种原始状态，那么这种原始状

态的起源是什么？如果宇宙是通过大爆炸的方式产生的，那么大爆炸的原

始物质起源于何处？无论是大爆炸理论还是进化论，都是不合理的。怎么

可能会发生无中生有？我们周围看到的一切怎么可能起源于无？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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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真正的理性问题。物质必须由产生而出现。这就需要一位造物主，叫

一切从无到有其次，创造本身就宣告，有一位造物主。《比利时信条》说，

创造好像一本优美的书，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到，世上必有一位造物主。 

 

《信条》说：“宇宙摆在我们眼前，好像一部绝妙奇书，其中一切受

造之物，无论大小，都如同书中字句，引领我们思想上帝那看不见的属性，

即祂的永能和神性。”（第 2 条） 

 

我们的星球存在于不可测度的宇宙中，这本身就证明了一位全能而智

慧的造物主的存在。万有都在诉说着伟大的智慧。仅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地球。 地球上的生命需要一个特定的大气和温度——不太冷，也不太热。

如果地球离太阳更近，一切都会燃烧起来。如果地球离太阳更远，一切都

会冻结。如果地球绕着太阳转的速度更慢或是更快，就不会有昼夜循环。 

 

不仅如此，当我们思想重力、光、结实丰收等许多事，我们不得不说：

“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

富。”（诗 104:24）难道这一切的存在都是偶然的，都起源于原始状态或

宇宙大爆炸吗？这样的观念是不合理的。相信这样的理论非智者所为。相

信造物主才合乎理性。因此，相比圣经的宣告，相信那些科学家与物理学

家的理论才需要更大的信心。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 1:1） 

 

一切的受造物都肯定了圣经在《创世记》的教导，也就是说，地球被

造是作为人类快乐的家园。当我们看到花草动物，尤其当我们想到自己—

—这一切难道不是呼应着保罗在《歌罗西书》第1章16-17节所说的：“因

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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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正如手表需要一位钟表匠一样，

创造同样也需要一位造物主。创造不可能是偶然的结果，也不可能自发地

出现。一切都指向我们的造物主上帝！为什么我们能够发现某个事物或是

美善，或是丑恶？道德的起源是什么？谁决定何为善恶？我们看到日出与

日落。我们看到季节变化；冬日过后，我们看到夏日回归。我们看到花儿

的美丽和大海的雄伟。我们看到种子发芽和树木结果。我们看到孩子出生，

并展现爱与关怀。我们看到生与死。这一切证明都在呼唤说：“我在这里，

你的造物主。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双手来触碰，倾听你造物主的声音”

——主宣告：“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赛 45:12） 

 

对于创造万物之上帝的存在，世人并非一无所知。 闭眼之人，定意如

此。闭耳之人，亦定意如此。然而，上帝在创造中显明祂自己是我们的创

造者、保护者和统治者，祂是值得被侍奉、尊敬、顺服和爱的。《罗马书》

第 1 章 20 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

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不能逃避上帝

在自然界中对自己的启示。他也不能逃避自己，无视他对上帝的天然认识。

有一个存在远比他自己更伟大，更超越他自己。有一位上帝！大自然这本

书——即上帝的创造——便告诉了他这一点。 

 

然而，基督徒不仅阅读大自然这本书；基督徒也阅读《圣经》。上帝

在其中对自己作了最清晰的启示。因此，当基督徒通过圣经的视角来看创

造，就会宣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