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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序

一八四七年第一批信義宗宣教士踏足香港，他們建

立了香港最早期的信義宗教會，就是崇真會及禮賢會。

目前香港信義宗聯會共有六個成員教會，各教會雖背景

有異，體制也不盡同，但都同屬以馬丁路德的姓氏命名

的宗派—Lutheran—之內，承傳著路德的神學思想

和教義。

二零一七年是由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觸發

的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各信義宗教會都非常重視這

個富有歷史意義的日子。為繼承馬丁路德對文字事工的

重視，道聲出版社特別推出為期兩年的「教會改革運動

五百周年出版計劃」，包括十二個出版項目，本書乃其

中之一。

本書的出版意念源於美國版的《信義宗信徒手冊》

（The Lutheran Handbook），該手冊由美國福音信義

會（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的出版社

Augsburg Fortress於二零零五年出版。雖然該手冊有中

譯本，但由於原書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北美信徒，本地信

徒在閱讀時每每感到與本地教會的文化有頗大的差距。

因此，道聲出版社乃決定編寫一本全新的《信義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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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手冊》，作為對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的一個獻

禮。

本書參照香港信義宗教會的背景而編寫，目的在

幫助信徒認識和欣賞信義宗的傳統背景，進而了解本地

信義宗教會的特色和運作，以便他們可以更好地投入教

會，積極參與事奉和熱心追求成長。為保持統一的寫作

風格，本書在參考了大量有關材料之餘，由道聲出版社

編輯部加以整理編寫而成。參考材料盡量採用本地作者

的作品，以切合本地信徒的需要和提升本書內容的實用

性。

作為一本手冊，本書的內容盡量涵蓋本地信義宗信

徒平日所遇到的各類問題，以深入淺出、提綱挈領、輕

鬆幽默的方式加以解答。為了增加讀者閱讀的興趣，本

書還加添了一些趣味性的資料，例如「為甚麼每年復活

節日期都不同？」

本書稿件先後經「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出版

小組」（梁美英牧師、朱小琪教師、黃華興教師與本

人）、信義宗神學院兩位教授（戴浩輝博士與李廣生博

士）及本會兩位牧者（余霞飛牧師與趙慧德教師）審

閱。編寫過程中也曾邀請年輕信徒就初稿提供讀後意

見。我們感謝每一位曾為本書提供寶貴意見的教牧同工

及弟兄姊妹。

我們期望本書能夠受到廣泛的歡迎，它特別適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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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希望對信義宗教會有更多認識的信徒作個人閱讀或小

組討論之用，也可以作為信義宗教會在培育信徒時的用

書。願上帝使用本書，使它成為信義宗教會眾教牧及信

徒的祝福。

余瑞堯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籌備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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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將《九十五條論綱》釘在

威登堡教堂的大門上，隨後就出現了信義宗教會，是跟

從聖經並以馬丁路德提出的教義和信仰內容而建立的一

個教會。這個教會在德國擴展至歐洲不同地方，而歐洲

的信義宗教會是一個勇於宣教的教會，因此，早在幾百

年前，就相繼去到美洲、非洲和亞洲傳教。在二百多年

前，西方信義宗教會的宣教士把福音帶到中華大地，華

人信義宗教會就從那時出現。其後，華人信義宗教會又

將福音從中華大地傳到亞洲各國，隨著華人散居全球，

華人信義宗教會也在全球不同地方建立和成長起來，這

是主的恩惠，也是聖靈的引導。

今年正是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道聲出版社藉著

這個契機，出版這部《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目的有

三，首先是紀念「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其次是將

部分華人信義宗教會的歷史傳流和神學內容結集成書，

使到讀者對這個教會的傳承有一個概略認識；最後，華

人信義宗教會是基督身體的一個肢體，時值當下，我們

以合一的心懷，藉此書的出版與基督大家庭分享一些我

們所領受的恩惠。

馬丁路德非常重視培育信徒，無論是小孩或是成

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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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他都十分重視，所以在他極繁忙的工作中也寫了

《小問答》和《大問答》以栽培他們，《信義宗教會信

徒手冊》也是一部栽培信徒的書冊。五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祝願華人信義宗教會的信徒，按著聖經的真理、信

義宗信仰的傳承，繼續傳道服事，榮神益人。

 
張振華監督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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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序

閱畢《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一書的初稿，即時的

感覺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也很佩服編輯們的功

力，能這麼精簡扼要地把有關信義宗教會的基本資料，

及一般信徒對教會、信仰、生活、社會處境等範疇所關

心的事項以問答方式有條不紊地羅列出來及提供基本解

說。我尤其對「馬丁路德篇」中就這位偉大牧者的精緻

簡介印象深刻，在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前夕讀來別具

興味。

當然讀者們不能期待一本小書中可詳細地解答其心

中對信義宗教會的所有問題；並且在「信義宗」這一把

大傘子下其實也包含了不同宗派，本書當然也不可能就

信義宗聯會六個成員宗派的教義、禮儀、體制、傳統等

獨特之處作逐一介紹，但作為一本導引性手冊，本書已

恰如其分地提供了一份簡單易明的信仰生活藍圖。書中

各篇內容均有詳細注腳，足顯示編輯們對資料的搜集及

編纂態度認真嚴謹，也為有興趣深入了解特定內容的讀

者提供了進一步的閱讀文獻指引。我很樂意向大家推薦

這本小書。

朱永生總牧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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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序

有時寫一篇論文，長篇大論並不困難，但要把大

道理寫得簡潔扼要，易懂易明，人人都樂意閱讀更是不

容易。這本手冊倒是能做到淺白而不淺薄、簡單而不疏

漏，因此甚麼人都適合閱讀。

我特別想把本手冊推薦給忘記了自己初信時那些對

信仰生活似懂非懂，似明非明的日子的牧者，使我們能

引導那些初進教會的信徒；推薦給那些想對信仰生活深

入了解卻不知如何入手的信徒。本手冊涵括相當寬闊，

正好提供了一個概覽，作為進階的踏腳石；推薦給那些

日常生活甚忙，卻想對信仰多些了解的信徒，只要善用

生活中的零碎時間，以每次不外數頁紙張計算，不難完

成。

願主藉著這本手冊，祝福信徒。

李立仁監督

港澳信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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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是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當年馬丁路

德博士憑真理改革教會，隨後信義宗教會應運而生。道

聲出版社在這時候推出《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正是恰

如其分的時刻，讓眾信義宗教會的信徒對自己的信仰內

容溫故知新。同時，也讓其他宗派的弟兄姊妹認識信義

宗教會所宣認的信仰綱要，消除因誤會而生的矛盾，促

進宗派之間的合一見證。

《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篇幅不算多，內容卻是

非常豐富全面。每篇章都深入淺出、簡單扼要、簡潔易

明，剖析信義宗教會的教會觀、崇拜禮儀的神學意義、

信仰立場、信徒生命成長指南和信仰的根基。所謂：

「一書在手，『因信稱義』你擁用」。

        
  葉亮星區牧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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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序

當收到《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的初稿版本時，以

為是過去的加印或補充版本，但當再仔細閱讀時，發覺

這是跟以往的版本不一樣。這書沒有了過去那種翻譯的

怪怪文化味，而是滿滿地道化的色彩，閱讀上來感覺自

然及舒服。我相信這版《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道聲

出版社的負責同工們，用了滿滿的心機時間，至少在文

字處理及例子列舉上，看出他們悉心的安排與細膩的功

夫，本地化及深入淺出的鋪排，使這本手冊變得更容易

讓香港的信徒閱讀。

每當提起信義宗出版的書，總易使人以為是甚麼與

恩典類有關的神學教義書。的確，信義宗教會在這方面

的分享與文字工作，確是豐碩纍纍。但這本《信義宗教

會信徒手冊》實是一本不一樣的基督教信仰書籍，它的

實用性很高，是寫給信徒們貼地的生活分享，讀後心領

神會，趣味盎然。

如在「教會篇」中，解釋「為甚麼稱弟兄姊妹？」

及「如何分辨邪教和異端？」；在「崇拜及禮儀篇」，

分享如「行動不便或長期病患者無法出席主日崇拜，怎

麼辦？」這都是信徒們，甚至教牧們在日常信仰生活上

常碰到的問題。此書為我們提供一個適切的對話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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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問作答之餘，也有地道的例子作參看，有助延伸往後

更廣更闊的信仰生活教導及討論。

這本手冊涵蓋「教會與社會」、「信仰與生活」、

「禮儀與教義」、「教制與傳統」及「信義宗教會的源

起與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簡介」等等，實是一本字字珠

璣言有物，秤砣雖小壓千斤的佳作。

今年是馬丁路德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的大日

子，《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的面世出版，饒富意義，

實是上帝對華人信義宗教會的厚厚祝福，願持有這書的

信徒們，好好閱讀，一生受用。

謝達超會長

南亞路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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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志偉、劉梓濠編，《處境劇變下的牧養更新—香港教會研究2014》（香

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6），頁 30。

怎樣才算是教會？

雖然信主多年，信徒也可能會對以下的課題產生疑

惑：

◆ 座堂式建築物才算是教會，非座堂教會（包括在戲

院、商住兩用大廈、借用學校、或其他樓宇）只是

「小型教會」？

◆ 一群信徒在不固定的地點舉行聚會，也算是教會

嗎？

◆ 教會如同一般社交組織，只是多講耶穌？ 

隨著香港社會人口不斷增加，地價日漸高昂，不

少教會也要按現實處境在非座堂式建築物內發展，有的

借用或租用學校、社會服務單位、商住大廈等。教會的

規模一般以人數多少來劃分，如按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2014香港教會普查」，50人或以下為小型堂會，50-
200人為中小型堂會，200-500或以上為中型及大型堂

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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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ristofer Skrade 編，鄺天賜譯，《基督徒手冊》（香港：道聲出版社，

2007），頁 182。

一．究竟教會的定義是甚麼？

1.	 教會是「被呼召出來的群體」

教會一詞出自希臘文ekklesia，意思是「被呼召出

來的群體」。根據新約記載，耶穌的跟隨者可以在任何

地方聚集崇拜。教會就是群眾為了崇拜而聚集的統稱。2 

2.	 教會是一個團契

耶穌說：「哪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哪裏就

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20）教會是信徒彼此交往

的團體，不只限於在教會或聚會時間以內。同時，教會

是為每一個人設立的，不限於任何種族。

3.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按照聖經的教導，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信徒在基

督裏合而為一，各自作肢體，連於元首基督。耶穌也就

是教會全體之首。（弗一23、四15；林前十二27）聖

經用夫妻的親密關係來形容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弗五

30-31）



崇拜及禮儀篇



既然甚麼地方都可以崇拜上帝，為甚麼禮拜日一定

要回教會出席主日崇拜呢？電視及網上可聽的主日講道

多的是！在家中崇拜上帝不可以嗎？究竟崇拜是為了甚

麼？

每一個與上帝相聚的時刻，都是獨特和重要的。我

們先要明白崇拜的真正意義，才能明白為何必須出席主

日崇拜。

一．崇拜是甚麼？

1.		 回應上帝的愛

崇拜的英文是worship，字根來自worth-ship，含有

可貴、值得、配得的意思。上帝的大能與慈愛，是配得

我們頌讚和崇拜。因此，上教會出席主日崇拜，正是受

造者對創造主其中一種愛的回應。 

2.		 遵行上帝的吩咐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

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的上帝當守的安息

日。」（出二十8-10上）上帝創造天地之時，就是在第

為甚麼要出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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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安息，停了他所做一切創造的工。

按猶太人的計算法，安息日是從禮拜五黃昏後算起

至禮拜六黃昏前的二十四小時。安息日就是聖日，上帝

吩咐人要把這天分別為聖歸給祂。這也是祂所賜福的一

日。

那麼，為甚麼現在教會的崇拜不是在安息日，而

是在第一日，即禮拜日？禮拜日是七日的第一日，這是

主基督從死裏復活的日子（參太二十八1；徒二十7），

屬於主的日子，所以稱為「主日」。信徒在主日崇拜上

帝，是為了慶祝復活的主，表明我們把這天分別為聖歸

給祂。

3.		 在基督裏合一

教會改革運動前的崇拜是用拉丁文進行，不是人

人通曉，以致會眾只能「觀看」或「望彌撒」。今天的

崇拜，會眾不再是觀眾，而是以相通的語言一起崇拜上

帝。信徒一同聚集崇拜祂，能透過共同參與、分享、經

歷，達致在基督裏合而為一。

4.		 上帝的施恩具

「恩具」（施恩的工具）就是上帝的「道」，分為

可聞的道與可見的道。上帝的恩典常是透過這些恩具臨

到人們。宣講聖道與讀經就是可聞的道，聖禮就是可見

的道。我們在崇拜中聆聽上帝的道，一同領受基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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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寶血，使我們信心得以堅立。透過崇拜能讓信徒得

著上帝的恩典。

5.		 事奉上帝

在聽道中有得著，或是認識更多讚頌上帝的聖詩，

是每位基督徒都經歷過的。然而，基督徒出席崇拜不

是單單為了這些原因。崇拜本身就是一種服事、一種

見證，即使在崇拜中沒有事奉崗位的會眾，也在事奉上

帝。雖然我們時刻都應該崇拜上帝，但在特定的時段內

一起崇拜上帝，是有著獨特的見證和事奉的意義。

在家中崇拜上帝也是與上帝相聚的時刻，因此同樣

重要。然而，若只在家中唱唱詩歌，聽講道錄音，缺乏

肢體彼此守望和見證基督的機會，便會失去與肢體在基

督裏一同分享與相聚的喜樂。 

二．禮拜日要上班或上課的信徒怎麼辦？

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

設立的。」（可二27）安息日原是上帝的美意，讓我們

能從勞碌中得到休息。若不得已要在主日上班，無法出

席主日崇拜，也應盡量把平日休假的日子歸為聖日，以

及安排在非主日的時間出席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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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不便或長期病患者無法出席主日崇

拜，怎麼辦？

一些行動不便或長期病患者，要出席主日崇拜，會

有實際困難。因應這些特殊情況，牧者可安排家訪，教

導其在家中進行家庭崇拜，也可因應情況安排特定時間

為這些信徒作聖道和聖禮的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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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篇



信義宗或路德宗的信徒（Lutheran），英文名稱雖

然以路德的姓名命名，卻是為了承傳路德的神學思想，

提醒我們聖經教導的真義，並非是奉他為主的意思。上

帝更大大使用他，令信徒重新思考聖經的教導。究竟馬

丁路德是一個怎樣的人？

一．獻身教會，受栽培為聖經教授（1483-

1516）

馬丁路德（M a r t i n  L u t h e r ,  1 4 8 3 - 1 5 4 6）於

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出生於今日德國的小城埃斯勒本

（Eisleben）。他的父親原是農夫，後來成為礦工，及

至礦場主人。他童年生活清苦，雙親均為教徒，對他管

教嚴格。十八歲那年，進入有名的耳弗特（University of 
Erfurt）大學就讀，取得優秀的學業成績。

一五零五年七月二日，他在回校的途中突然遭遇猛

烈的雷暴，嚇得他俯伏在地，呼叫礦工守護聖徒聖亞拿

救助，立志做修道士。同月十六日，路德毅然進入奧古

斯丁修道院。一五零七年四月四日，路德在耳弗特的主

教座堂被祝聖為神父。及後，修道院院長鼓勵路德攻讀

認識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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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博士。一五一二年十月十八日，路德獲頒神學博士

學位，被委任為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urg）

聖經教授。

事實上，路德自進入修道院，便經歷痛苦的靈性掙

扎，自覺罪孽深重，無法得到上帝的喜悅。直到他在大

學講授聖經，深入研讀羅馬書一章17節「義人必因信得

生」，領悟到人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救恩，而是唯獨藉

上帝的恩典。路德的心靈終於得到釋放。1 

二．掀起教會改革運動（1517-1546）

在當時的社會，贖罪券盛行，教宗宣佈任何人購

買贖罪券即可獲赦罪。路德堅持這是違反聖經的真理。

他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用拉丁文撰寫《論贖罪券

的效能》的九十五條論綱，張貼在威登堡城堡教堂的門

上，旨在引起學術界及教會領袖的關注和討論。但出乎

路德意料之外，自此竟掀起影響深遠的教會改革運動。

一五二零年六月十五日，教宗發布詔書，宣告路德

為異端，要把他逐出教會。路德為了持守聖經的真理，

不怕強權的壓逼。即使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八日他在沃木

斯國會（Diet of Worms）中受審，仍堅持除非聖經證明

1 Hans Schwarz, True Faith in the True God: An Introduction to Luther's Life and 
Though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5),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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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楚的道理說服他有錯，否則他拒絕撤回主張，且

說：「這是我的立場！」會後幾天，羅馬皇帝查理五世

通過法令，判決路德為「異端者」，路德成為通輯犯。

選侯腓勒德力（Elector Frederick）安排路德在瓦特堡

（Wartburg）避難。期間，路德致力用淺白的德文翻譯

原文聖經，讓平民百姓也能閱讀上帝的話語。一五三零

年六月，教宗恐嚇要用武力鎮壓那些支持路德的信徒。

從此，信義宗被逼脫離羅馬教會。

三．鞠躬盡瘁（1546）

路德帶領的教會改革運動，想不到竟引起了社會、

經濟和政治的變革。他一直不辭勞苦努力著作、講道、

教學及寫聖詩。由一五三三年開始，路德的身體每況愈

下，多種疾病纏身。直到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主懷安

息，享年六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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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生活篇



不少信徒因為工作忙碌，甚少親近上帝，可說是名

符其實的「零修」！良好的靈修生活能使你認識上帝更

多、與祂保持親密的關係，並從祂那裏支取力量。但甚

麼是靈修呢？

一．與上帝直接溝通

正如人與人之間溝通愈多，才能更了解對方，靈修

是你與上帝直接的溝通，是信仰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環。

二．靈性的操練

每天撥出時間來親近上帝，藉以建立扎實的屬靈生

命，在上帝裏支取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人需要每天

進食以維持身體的機能，我們同樣每天都需要上帝的話

語作靈性生活的必要食糧（太四4）。你可透過讀經、

祈禱、默想、唱詩等，與上帝相交。

三．每一刻都是靈修

「凡宣認耶穌為上帝兒子的，上帝就住在他裏面，

78 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

甚麼是靈修？



而他也住在上帝裏面。」（約壹四15）。事實上，我們

每一刻都可與主相會。無論你正在切菜、抹地、做著任

何事情，其實都可以思想上帝的話語，透過內心的禱告

與上帝溝通，每一刻都可以靈修。善用不同形式的靈修

相互配搭，能令你更深刻經歷上帝。

四．以《信徒箴言》作為靈修讀物

在信義宗教會內常會看到《信徒箴言》，這本靈

修讀物幫助信徒進行屬靈操練，每天閱讀精選的聖經經

文，得著提醒和幫助，活在上帝的話語中。

《信徒箴言》之「每日箴言」設兩段經文，舊約一

段及新約一段，兩段經文都指向一個主題，反映出基督

教信仰的價值觀。這樣，信徒就能有系統地每天從上帝

的話語中，反思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1 

1 梁美英，〈活在上帝話語中〉，《信義報》，169 期（2011 年 12 月）：

頁 1-2。另可參考「信徒箴言電子版」App、網絡分享平台 http://cww.hk
及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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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篇



聖經共六十六卷，分為兩部：舊約三十九卷、新約

二十七卷。聖經並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三十幾位作

者寫成，其中包括了先知、君王、祭司、士師、文士、

農夫、牧人、詩人、官長、漁夫、醫生及使徒，前後歷

時一千四百多年。

一．口傳與抄寫

上帝的啟示最初是口傳的，後來才有文字記錄。聖

經的文字最先記錄在石頭上，就如十誡寫在石版上（出

三十一18，三十四27-28）。後來由文士們（專責嚴謹

抄寫聖經的人）把聖經抄寫在羊皮和蒲草紙上，再捲成

經卷。蒲草紙為埃及尼羅河畔的一種草製成的。聖經就

是這樣經歷漫長而嚴謹抄寫承傳。到了公元一四五零年

活字印刷術發明以後，聖經才被印刷成書，廣為傳播。

二．上帝所默示

提摩太後書三章16-17節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

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

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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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默示？是心靈感應？還是以默書形式，即上

帝說一句，人抄一句？

「……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而是人被聖靈感

動說出上帝的話來。」（彼後一21）「……不是用人的

智慧所教的言語，而是用聖靈所教的言語，用屬靈的話

解釋屬靈的事。」（林前二13）

所有聖經作者並不是定意要寫一本聖經，而是受了

聖靈感動把上帝的話語及教導記錄下來，藉著後來的人

對文本的編訂及聖靈的指引，完成書卷。

三．三種語言寫成

舊約大部分經文為希伯來文，極少數經節以亞蘭

文寫作。以色列人一向用希伯來文，但被擄到巴比倫以

後，他們因習慣了當地的亞蘭文，漸漸地也都用亞蘭

文，更成為希伯來人另一種母語，用於日常生活中，而

希伯來文多用於頌讀律法書經卷。

主前一千年，當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歐亞大陸後，致

力推行希臘文。第三世紀猶太人把舊約譯成希臘文，成

為有名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新約聖經不

少引用舊約的經文均出自此譯本。

到了主耶穌時代，猶太人通用語言也是亞蘭文。然

而，希臘文也是那一帶地方的通用語言，由於希臘文比

較精密準確，成為所有新約作者的寫作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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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The Apostles' Creed） 

信義宗教會較常用的信經，簡明述說在聖經中藉使徒們

賜下的教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

靈成孕，由童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

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

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一聖大公（基督）教會，聖徒相通；罪

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們。

尼西亞信經（The Nicene Creed）

有些信義宗教會在聖餐或某些特別的主日，選擇用此信

經認信，來強調耶穌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我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

之萬物的主。

我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先為

附錄一：三大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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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所生。出於上帝而為上帝，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

而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與父一性。萬物都藉著祂受

造。為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由聖靈從童女馬利亞成了

肉身而為人；又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

上；受害，埋葬；照聖經的話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

父的右邊；將來必從威榮中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

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子而出，與父、子

同樣受尊敬、受榮耀。祂曾藉著眾先知說話。我們信使

徒所立獨一聖而公的教會。我們承認為赦罪所立的獨一

聖洗。我們望死人復活，和來世永生。阿們。

亞他拿修信經（The Athanasian Creed） 

有些信義宗教會在某些特別的主日，例如：聖三一主

日，選擇用此信經認信，來強調耶穌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一、 凡願意得救的人必須持守真正大公信仰。

二、 若不完全或不純正地持守的人，必永遠沉淪。

三、 真正大公信仰就是：我們敬拜在三個位格中的

一位上帝和在一位上帝中的三個位格。

四、 上帝的位格不混亂；祂的本體（譯註：或說

「本質」。）也不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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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為聖父是一個位格，聖子是另一個位格；聖

靈又是一個位格。

六、 但聖父聖子聖靈同是一個神聖本質（譯註：或

說「同是一位上帝本質」。），有同樣的榮耀

和威嚴。

七、 聖父如何，聖子也如何，聖靈亦如何。

八、 聖父非受造，聖子非受造，聖靈也非受造。

九、 聖父無限、聖子無限，聖靈也無限。

十、 聖父永恆，聖子永恆，聖靈也永恆。

十一、 不是三位永恆者，乃是一位永恆者。

十二、 正如不是三位非受造者，不是三位無限者，乃

是一位非受造者和無限者。

十三、 照樣，聖父全能，聖子全能，聖靈也全能。

十四、 但不是三位全能者，乃是一位全能者。

十五、 因此聖父是上帝，聖子是上帝，聖靈也是上

帝。

十六、 但不是三位上帝，乃是一位上帝。

十七、 因此聖父是主，聖子是主，聖靈也是主。

十八、 但不是三位主，乃是一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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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因為正如我們被大公真理催迫而承認每一位格

自己是上帝和主，我們也被大公宗教禁止說有

三位上帝或三位主。

二十、 聖父不是被製成，也非受造、或被生出。

二十一、 聖子卻唯獨由聖父所生，不是被製成或受造。

二十二、 聖靈不是被製成、被創造或被生，卻是由聖父

與聖子而出。

二十三、 因此有一位聖父，不是三位聖父；有一位聖

子，不是三位聖子；有一位聖靈，不是三位聖

靈。

二十四、 而在這三位一體中，不分先後，不分大小。

二十五、 但三個位格都同等同永存。所以一切都當與上

述所說，在上帝裏我們敬拜三個位格，而在三

個位格裏我們敬拜一位上帝。

二十六、 所以，凡要得救的人必須如此想到三位一體的

上帝。

二十七、 若要得到永恆救恩，人也必須誠實篤信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二十八、 因為正確的信仰就是：我們既相信又承認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是上帝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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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祂是上帝，在創世以先按聖父的本質而被生；

祂是人，按祂母親的本質而被生於世上。

三十、 祂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且有理性的靈

魂和人類血肉之軀。

三十一、 按祂的神性說，與聖父同等；按祂的人性說，

卻是低於聖父。

三十二、 祂雖然同時是上帝又是人，但祂卻不是兩位基

督，而只是一位基督。

三十三、 祂是一，並不是祂的神性變為肉體，而是上帝

取了人性。

三十四、 祂是一，並不是神性和人性的本質混合，卻是

兩性聯合而為一個位格。

三十五、 就如理性的靈魂和肉體合成一個人，神性與人

性合成一位基督。

三十六、 祂為我們得救恩而受難，下到陰間，第三天從

死裏復活。

三十七、 祂升到天上，坐在聖父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

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三十八、 當祂降臨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要身體復活，並

為他們本身所作所為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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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行善的人必進入永生；作惡的人必進入永火。

四十、 這是真正大公信仰，人若不忠誠篤信，就無法

得救。

（此亞他拿修信經的版本取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網頁，由李

廣生牧師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