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中英對照) 附經文 第 14 章

第 14 章    論得救的信心

Chapter 14

SAVING FAITH

一、信心的恩典是基督的靈在蒙上帝揀選之人心中的工作  (b)，使他們得以

相信，以致靈魂得救 (a)﹔ 這信心的恩典通常是藉著神的道的傳揚而發生 

(c)，又同樣藉著神的道的傳揚，以及聖靈的執行，和禱告而增長並加強 (d)
。

1.  The grace of faith, by which the elect are enabled to believe to the saving of their 
souls (a), is the work of the Spirit of Christ in their hearts (b), and is ordinarily 
produced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c).   This  faith  is  increased  and 
strengthened by the same means, and also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 
and prayer (d).

(a) 羅馬書 Romans 10:14, 17
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

聽見呢﹖

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提多書 Titus 1:1 
上帝的僕人， 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 憑著上帝選民的信心， 與敬虔真理的知識，

希伯來書 Hebrews 10:39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

(b) 哥林多後書 II Corinthians4:13 
但我們既有信心，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2:3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上帝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

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約翰福音 John 3:5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提多書 Titus 3:6
聖靈就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 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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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John 6:44-65 
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末日我叫他

復活。

45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上帝的教訓。」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

的，就到我這裡來。

46 這不是說：「有人看過父，惟獨從上帝來的，他看見過父。

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

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叫人吃了就不死。

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人若吃這糧， 就必永遠活著。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

我的肉， 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52 因此， 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祂的肉， 給我們吃呢。

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就沒

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54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

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 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吃這個糧的人， 就永遠活著， 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

嗎哪， 還是死了。」

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裡教訓人說的。

60 祂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 就說：「這話甚難， 誰能聽呢。

61 耶穌心裡知道門徒為這話議論， 就對他們說：「這話是叫你們厭棄麼﹖ 

62 倘或你們看見人子升到祂原來所在之處， 怎麼樣呢﹖

63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 就是生命。

64 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 耶穌從起頭就知道， 誰不信祂， 誰要賣祂。

65 耶穌又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到我這裡來。

以弗所書 Ephesians 1:17-19 
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

你們真知道他。

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

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以弗所書 Ephesians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上帝所賜的。

腓比書 Philippians 1:29 
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祂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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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II Peter 1: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上帝，救主耶穌基督之義， 

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彼得前書 I Peter 1:2 
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見被揀選，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祂血所灑的人。 

願恩惠平安， 多多的加給你們。

(c) 馬太福音 Matthew 28:19-20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羅馬書 Romans 10:14 
然而人未曾信祂， 怎能求祂呢﹖ 未曾聽見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羅馬書 Romans 10: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 既不認識上帝， 上帝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d) 彼得前書 I Peter 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使徒行傳 Acts 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上帝，和祂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羅馬書 Romans 1:16 -17
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

希利尼人。

17 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信得生。」

羅馬書 Romans 4:11
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作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因信稱義的印證，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

人的父，使他們也算為義；

馬太福音 Matthew 28:19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禮。

使徒行傳 Acts 2:39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 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 就是主我們上帝所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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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0:16 
我們所祝福的杯， 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 我們所擘開的餅， 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1:23-29
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拿起餅來，

24 祝謝了， 就擘開， 說：「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 為

的是記念我。

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你們每逢喝時候， 

要如此行， 為的是記念我。

26 你們每逢吃這餅， 喝這杯， 是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祂來。

27 所以無論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28 人應當自己省察， 然後吃這餅， 喝這杯。

29 因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路加福音 Luke 17:5 
使徒對主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

腓比書 Philippians  4:6-7
6 應當一無罣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 和感謝， 將你所要的告訴上帝。

7 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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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藉此這信心，基督徒相信凡在《聖經》中所啟示的都為真實，因為其中有上

帝以自己的權威說話 (e)，又對《聖經》各處經文以不同的行動來回應──

對命令要順服 (f)，對警戒要畏懼 (g)，對上帝所賜今生和來生的應許要歡喜

領受、 牢牢抓住與持守 (h)。 但得救之信心的主要表現是：憑恩典之約

接受、 領受、 並單單依靠基督，得以稱義、 成聖、得永生(i)。
2.  By this faith, a Christian believes to be true whatever is revealed in the Word, 

because of  the  authority  of  God himself  speaking in  it  (e).   He also responds 
differently to what each particular passage contains – obeying the commands (f), 
trembling at the threatenings (g), and embracing the promises of God for this life 
and that which is to come (h).  But the principal acts of saving faith are accepting, 
receiving, and resting upon Christ alone for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and eternal 
life, by virtu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i).

(e) 彼得後書 II Peter 1:20-21
20 第一要緊的， 該知道經上所有的豫言， 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21 因為豫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約翰福音 John 4:42 
便對婦人說：「現在我們信， 不是因為你的話， 是我們親自見了， 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帖撒羅尼迦前書 I Thessalonians 2:13 
為此， 我們也不住的感謝上帝， 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上帝的道， 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

道， 乃以為是上帝的道。 這道實在是上帝的， 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

約翰壹書 I John  5:9-10 
9 我們既領受人的見證，上帝的見證更該領受了。因上帝的見證，是為祂兒子作的。

10 信上帝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裡。不信上帝的，就是將上帝當作說謊的。 因

不信上帝為祂兒子作的見證。

使徒行傳 Acts 24:14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認， 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 我正按著那道事奉祖宗的上帝， 

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

(f) 詩篇 Psalms  119:10-11, 48, 97-98, 167-168
10 我一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命令。

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48 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這命令素來是我所愛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裡，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167 我心裡守了你的法度；這法度我甚喜愛。

168 我遵守了你的訓詞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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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John 14:15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羅馬書 Romans 16:26
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上帝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

信服真道。

(g) 以斯拉 9:4 
凡為以色列上帝言語戰兢的， 都因這被擄歸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這裡來。 我就

驚懼憂悶而坐， 直到獻晚祭的時候。

以賽亞書 Isaiah 66:2 
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 因我

話而戰兢的人。

希伯來書 Hebrews 4:1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祂安息的應許， 就當畏懼， 免得我們中間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h) 希伯來書 Hebrews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

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提摩太前書 I Timothy 4:8
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 惟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i) 約翰福音 John 1:12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 作上帝的兒女。

使徒行傳 Acts 16:31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加拉太書 Galatians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

使徒行傳 Acts 15:11
我們得救， 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和他們一樣， 這是我們所信的。

提摩太後書 II Timothy 1:9 -10
9 上帝救了我們， 以聖召召我們， 不是按我們的行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這恩典是萬古之先， 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10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 才表明出來了。 祂已經把死廢去， 藉著

福音， 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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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這信心有程度的不同，或強或弱 (k)，雖然常常多方受攻擊，有軟弱，但是

必定得勝的 (l)，並在許多人裡面增長，直到他們藉著基督達到完全確信的地

步 [修譯：達到充足的確據] (m) ，基督乃是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者 (n)。
3. This faith varies in degrees.  It may be weak or strong (k).  It may often, and in 

many ways, be assailed and weakened, but it gains the victory (l).  It matures in 
many to the attainment of a full assurance through Christ (m), who is both the 
author and the perfecter of our faith (n).

(k) 希伯來書 Hebrews 5:13-14
13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 因為他是嬰孩。

14 惟獨長大成人的， 才能吃乾糧， 他們的心竅， 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

羅馬書 Romans 14:1-2
1 信心軟弱的， 你們要接納， 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2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軟弱的， 只吃蔬菜。

馬太福音 Matthew 6: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 野地的草， 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裡， 上帝還給這樣的妝飾， 何

況你們呢﹖

羅馬書 Romans 4:19-20
19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 他

的信心還是不軟弱。

20 並且仰望上帝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裡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上帝。

馬太福音 Matthew 8:10 
耶穌聽見就希奇， 對跟從祂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麼大的信心， 就在以

色列中， 我也沒有遇見過。

(l) 路加福音 Luke 22:31-32
31 主又說：「西門！ 西門！ 撒但想要得著你們， 好篩你們， 像篩麥子一樣。

32 但我已經為你們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以弗所書 Ephesians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約翰壹書 I John  5:4-5
4 因為凡從上帝生的， 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 就是我們的信心。

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 不是那信耶穌是上帝兒子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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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希伯來書 Hebrews 12: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祂因那擺在前頭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難， 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n) 希伯來書 Hebrews 6:11-12
11 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 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 一直到底。

12 並且不懈怠， 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希伯來書 Hebrews 10: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身體用清水洗淨了，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 來到

上帝面前。

歌羅西 Colossians 2: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 因愛心互相聯絡， 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們真

知道上帝的奧秘， 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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