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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一季 

阅读团契 

《基督教要义、卷三、第二章》 

第三次聚会 

「信心」这个字的字义、 

以及它在圣经里的用法 

三月二日、礼拜六 

下午、四点～五点半 
 

分题讨论：这一次的讨论分为两个小部分，谈两个课题，就是「信心」的字义(包

括它在圣经里的用法)，和开始深入解说信心的定义。仅涵盖第 13、14 两个段落。

首先复习信心的定义，也参考海德堡教理问答里的第 21 题。 

0. 信仰的定义：被放在第 7 段落内(《基督教要义》、卷三、第二章、第 7

段)，稳固、确实地认知神对我们的恩慈怜悯，这项认知奠定在那启示

给我们的真道上，就是那在基督里所作的白白的应许上，这真道不但启

示在我们的心窍和悟性里，在我们的心里，也有圣灵印上印记，作为我

们的凭据。〖加尔文给的定义里包含了几项要素：要有坚定、确实的知

识；而所须要知道的知识的内容和根据在哪？在於神对我们的恩慈怜

悯，就是祂在基督里所作的白白的应许；我们怎么会得知这些内容呢？

这就把我们带到神的启示之前，同时，也点出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启示

真道，光照人心，重生我们，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嚴格來説，每當我

們談到真實、長存、使人得救的信心時，要知道並非每一個人都有，只

有選民才具有這樣的信心！〗 

1. 参考、对照海德堡教理问答：“What is true faith?” and answer, “True faith 

is not only a knowledge and conviction that everything God reveals in his 

Word is true; it is also a deep-rooted assurance, created in me by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the gospel, that, out of sheer grace earned for us by Christ, not 

only others, but I too, have had my sins forgiven, have been made forever 

right with God, and have been granted salvation.” (Q21, Heidelberg 

Catechism)〖真信心不單是一種確實的知識，藉此我把握到神在祂的話

語里向我們啟示的一切真理，同時也是一種真心的信靠，是聖靈透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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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在我里面作成的，叫我知道靠著神的恩典，只因基督的功勞，神白白

地將赦罪和永遠與神和好的救恩，不僅賜給別人，也賜給我。〗 

2. 第 13 段：「信心」这个字具有多重的含意，加尔文提到它常常带有“纯

正、敬虔的教义”的意思(the sound doctrine of godliness)。在华文和合

本的翻译里，几乎都把原文里的 pistis译成信心；但也有几处经节把它

译成「真道」或「信道」等。我列出相关的经节，方便大家对照、参

考。〖罗十 17：信道(在希腊原文里，原本没有‘道’这个字，为了达

意的缘故，在翻译时加上去的)；罗十六 26：信服真道，英文直译则是

the obedience of faith；林前十六 13：在真道上站立得稳(stand fast in the 

faith)；还有加一 23；弗四 13；提前一 19；三 9，13；四 1；五 8；六

10；12；21；多一 13；犹 3，20；启十四 12；在以上经节里也都译成

「真道」。〗 

3. 另有其他的译法和译词，我也把那些相关的经节列出，方便大家参考。

〖徒十四 22(所信的道)；27(信道的门)；二十四 24(信基督耶稣的道)；

帖前三 2(所信的道上)；提后四 7(所信的道)；提前五 12(所许的愿)；

多二 10(忠诚)；启二 13(我的道)。〗 

4. 当然，在圣经的原文里，也有把信与道、信与话语、信与真理直接连在

一起使用的，相关的经节有：罗十 10(信主的道，the word of faith)；帖

后二 13(因信真道，belief of the truth)；提前二 7(学习真道，in faith and 

truth)；四 6(真道的话语，the words of the faith)。 

5. 另外，提后二 18 里，用了“他们偏离了真道”，此处的真道译自真理这

个字，接着保罗说到，“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里的信心即原文里的

pistis。而提后三 8里，出现两次「真道」这个词，头一个乃真理这个

字，第二个出现的真道(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才是译自信心。〖提醒

诸位：以上 2-5 的纲目里所列的经节，只是就着原文里「信心」这个字

的名词来整理分类；也没有列出全部的经节，仅挑出一些相关的例子，

作为大家的参考资料而已。〗 

6. 加尔文自己也列出几处经节，并加以分析，譬如(参看提前六 20-21)他

提到有的人“偏离了真道”，因为他们受了“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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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问”(contradictions of what is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的影响。〖从

这个例子引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什么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充实我们信

仰的内涵？什么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信心，甚至到偏离的地步？〗 

7. 又如加尔文举西二 2-3 的例子：信心与我们的悟性有关，并且要有丰丰

足足的悟性，使我们能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在基督里，才有真正

全备、属天的智慧、知识；这才是我们应该奠定信心的根基。 

8. 讨论题：尽量一节、一节地研读上面列出的经节，特别找出与信心相关

联的各项因素。〖参看经文汇编，列出所有出现信心这个词的经文，做

读词的工夫。我们也当留意，圣经里「信心」这个词也有多重不同的用

法，好比有的时候信心与行神迹的恩赐有关；有的时候，与到主耶稣的

跟前求得医治有关等等。〗 

9. 加尔文自己提出来的问题：of what sort is that faith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children of God from the unbelievers, by which we call upon God as Father, 

by which we cross over from death into life, and by which Christ, eternal 

salvation and life, dwells in us?〖简言之，使上帝的儿女和不信的人有别

的那信仰是什么？〗 

10. 第 14 段：从这一段开始，加尔文进入另一个范围，较详细地解说他在第

7段里所提出的「信心」的定义。头一个他谈的是信心与知识。他口中

的「知识」并非一般从感官知觉得来的那些内容，而是与神的道、神的

启示相关联；也不是靠着我们的理性来证明，而是由於我们具有对神的

真实与信实的信念；与信心连在一起的知识甚至可能远超过我们悟性所

能领会的，如弗三 18谈到的基督的爱，“过於我们所能测度的”，也只

有凭着信仰，能让我们有所觉悟这里所谈到的知识的绝对无穷，乃属乎

神的奥秘。圣经上也把信心与真知连在一起(西二 2-3)；这里的「知」

的对象更是焦点(参看约十七 3；约壹三 1)。〖加尔文也认为信心的认

识，在於确定，而不在於了解(we conclude that the knowledge of faith 

consists in assurance rather than in comprehension.)。〗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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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基督教要义》的第二版(1539)里，加尔文就已经作了同样的信心的

定义。一直到 1559年的第五版，他都没有对这个定义作什么太大的修改

过。只是放的位置不同，原先放在解说使徒信经之前，现在(指第五

版)，则被收录在卷三内。 

 

2013 年、上半年的读书计划： 

今年上半年(第一、二季)，阅读约翰加尔文的钜著《基督教要义》之卷三、

第二章：信心，以及第二十章：祷告—信心的操练。(两章一并阅读、研讨。) 

欢迎大家参加！ 

 

 

**********************  

下一次聚会日期      题目 
 

第四次聚会：三月十六日    

 

 

聚会时间：  
(礼拜六)下午、四点  

 

地点： 
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 
(Agape Reformed Evangelical Church)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315 Outram Road 

Singapore 169074 

 

网址∶http://www.reformedsg.org 

电邮 Email：admin@reformeds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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