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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神神神神: : : :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    God:  Our Father In Heaven    

宇宙中真有神的存在吗？又到底有多少位神？他近在人的身边或

离人很远? 我们需要他时,他是否能随时帮助我们?《圣经》说:“只

有一个上帝,天父,万物自他而生,我们为他而生,”而且“他离我们个

人都不遥远。”  

神象什么?  

神是无所不能的。《圣经》第一卷,创世记 17 章 1 节说:“我是

全能的神。”神创造了伟大的宇宙, 也创造了微小的蚂蚁。  

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 139 篇 2 节的作者记载:“我坐下,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神不仅眷顾欧洲人,同时也看

顾中国人。神关照世上每一个人。 

神是无所不知的。诗篇 139 篇 2-4 节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

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

的。”神知道天空群星的数目,他也数算过你的头发。 

神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 3 章 14 节记载: 神既是宇宙的创始者, 

他就不依赖人,或需要人手所造的物 (请看使徒行传 17:24-25)。万

物 乃属于他,他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  

神是灵。约翰福音 4 章 24 节告诉世人说,神既然是灵,他就不受时

间和空间所约束。因此神能同时垂听住在桂林的人和居住纽约的人的

祷告。没有人知道神真正的相貌,所以人不能以雕刻或画片等,拿来代

替神。 

神是永远不改变的。诗篇 102 篇 25-27 节指出人是善变的,人的

主意会变,人的律法也不能持久。人类更常违约。然而神是永不改变

的。神也不偏待人;神如何对待我,也必如何对待你。神在两千年前所

说的应许,至今仍然有效。  

神是爱。约翰壹书 4 章 8 节教导我们说: 神 最大的属性就是他爱

我们。您相信神爱你吗? 或许您会想,倘若神真的爱我们,为何他不想

办法将自己的形象和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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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 : : : 圣经圣经圣经圣经 God’s Word:  The Bible    

神藉著《圣经》将自己显示於人。 

 《圣经》由六十六卷书编纂而成,其中有一部分於公元前一千五

百年写成,但所记载之信息,却溯及世界被造之初。《旧约圣经》在二

千四百年前完稿;《新约圣经》於一千九百多年前完成。整本《圣

经》, 或其中的部份已翻成两千两百一十多种文字。这包括已翻成的

三十五种不同的中文版。而最早的中文《新约圣经》全译本是於

1814 年问世。 

《圣经》是神圣的著作。它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提摩太后书 3:15-17 说道:“你也知道,你从小就了解《圣经》。通过

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它能够赐给你走上拯救的智慧。既然《经》的每

一条都是上帝所赐,因此他对教授真理,说服罪人和纠正错误以及指导

人过道义的生活都是有益的。它使为上帝服务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

有行善所需的一切。”  

“上帝的话是有生命力和积极的, 它比任何双刃宝剑都要锋利,它

能够穿透、剖分灵与魂,关节和骨髓,它能够判断人们心中的意图与资

讯思想。”此句话就是《圣经》对自己的阐述 (希伯来书 4:12)。假

如这些叙述是真实的,那么《圣经》当然值得我们的尊崇与歌颂。倘

若它是一本虚构的书,那么《圣经》就没有它存在的价值。《圣经》

既然是神向人启示的著作,您何以不花一些时间研读它,聆听它向您所

述说的话语呢?  

三三三三。。。。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 : : :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God’s Son:  Jesus    

耶稣基督大约诞生於两千年前,但他自亘古就已存在。他从未有过

不存在的时候。基督降世为人,既是天上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人当

中。(请参阅《圣经》约翰福音 1:1-18。) 

耶稣被人描述为“[耶稣] 走遍各地,到处行善...”(使徒行传

10:38)。《圣经》说,耶稣传播天国的福音,为人们治愈各种疾病。他

使瞎眼得见, 使瘸腿行走,使病者得医治。耶稣使长麻疯的洁净,使聋

子听见,叫死人复活。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如果要一件件都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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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话,我想整个地球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书。”这些神迹,除了显示

耶稣对人的爱以及他的怜悯外,也证实了他是神的儿子。同时也使那

些亲眼看见的人深信神与耶稣同在,且赞许他所行的一切事情。 

请思考耶稣所说的下列这些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著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的人必定

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这扇门,从我这扇门进来的人将得

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相信我的人,死了也将会再生。任

何活著并相信我的人都永远不会死。” 

耶稣既是神所差来的,他当然说神的话。然而他却惨遭不义者的杀

害。耶稣来,本是要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人却暴露自己的恶行,

并在神面前将他钉死。当耶稣在世时,他是完全的。因此死亡不能辖

制他,坟墓不能吞吃他;於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作证

说,“他出现在彼得面前,接著,出现在十二名使徒面前。然后又在五

百个兄弟面前同时出现。”而且保罗写此书信之际,其中大部分的人

都还存在,可以同作见证(哥林多前书 15:3-8)。 

耶稣的被钉和复活,都是神为了人类的罪所做的救赎计划。“神爱

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约翰福音 3:16)。 

但是人算什么,神竟然这样拯救他们? 

四四四四。。。。神所造的神所造的神所造的神所造的: : : : 人人人人    God’s Creation:  Man    

《圣经》 的作者之一,大卫,是以色列的王,约出生於三千多年

前。这位大卫王竟也感叹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这与现代人所谓的,人是从低等动物演变而成的说法,

有所差别。《圣经》中明确的记载,人是神特别创造的。由《圣经》

第一章所陈述的得知,人的被造是对整个宇宙的加冕。创世记第一章

说道:“神看一切都甚好,”且将一切所有的交托在人手中。 神吩咐

人要管理地上一切被造之物,并要耕种得食,生养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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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人与其他动物有明显的不同,因为神赐给人灵魂 (传道书

12:7)。《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神是完全的、

良善的,所以人在神创造他之初也是纯全的(创世记 1:26-31)。 这种

纯洁、良善的天性在新生的婴孩以及尚未犯罪的小孩子身上仍然可以

找到。《三字经》里的“人之初,性本善”亦即此理。 

人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目的至少有两种: 一,在所行的事

上荣耀他的创造者～ 神 (以赛亚书 43:7;哥林多前书 10:31); 二,预

备永恒的事～因为人人都有不朽的灵魂。当然这二种事包括人人要行

善,帮助别人,遵守神的诫命等。 

请问,您完成自己的人生目的了吗? 您是否竭尽心力地做一切您所

该做的,去过与神亲近的和谐生活了吗? 如果还没有,为何还耽延呢? 

五五五五。。。。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神所憎恶的: : : : 罪罪罪罪 What God Hates:  Sin    

或许您常听基督徒提到“罪”这个字,而在心里常想“基督徒为什

么时常讲这个?”什么叫做“罪”呢? 许多人认为【罪】这个字是由

【四】和【非】组成的,而且与《论语》中,孔子对颜渊所说的“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四非有关。其实孔子在此仅

对仁,礼作解说,而不是对罪下定义。无可否认的,古今中外的人都应

该接受孔子的教导,发扬仁,礼之精神。然而,须知,这不足以使我们远

离罪。 

又有人以为[罪]的 [四非]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

可醉酒”(或类似的事)。他们说自己并没有犯过这几样所以就没有罪! 

事实上,[罪]字是由 [网]与 [非] 组成的,而不是由 [四] 和 

[非]。[网] 是网罗的意思; [网] 但是今天的简体字 (繁体字为 

[网]),而且[网] 也是古代的字。网在此处象徵律法。故,罪的真正涵

意是“非”被“律法”逮住。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将会遭到人的法律或

神的法律定罪,甚至受到两者的制裁。这即俗语所云:“法网恢恢,疏

而不漏。” 

神如何为【罪】下定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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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说,没有活出神的标准就是罪。以下是《圣经》上对罪

所下的定义:  

不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壹书 3:4)。 

不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 

4:17)。 

不义:“凡不义的事都是罪”(约翰壹书 5:17)。 

不信:“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 14:23)。   

什么人敢拒绝承认他有罪而不落入《圣经》的责备中? 有谁敢否

认自己有“非”,应受神律法的审判?《圣经》上说:“人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此段经节是对你自身的描述吗? 

假如是,您又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六六六六。。。。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 God’s Plan Of Redemption    

“神就是爱,”所以神不会让人在黑暗中摸索,寻找解脱罪的重

担。人不能也不需自救,因为神已为人预备了一条道路,即他的救赎计

划,使罪人可以因此而得救。 

《圣经》上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

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

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6-8)。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即是敬畏顺服神的人为不顺服神的人死;无

罪的代替有罪的受惩治;义人担负不义之人的刑罚。《新约圣经》 中

彼得前书 2 章 22-25 节对耶稣的描述是:“‘他从没犯过罪,他没说过

谎,’他受辱时没有还口,受难时也没威胁他们,而是把自己完全托付

给了公正审判的上帝。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负载著我们的罪孽,以

便让我们的罪孽死去,为义而生。他的创伤,使我们得到治愈。因为你

们过去就象迷途的羔羊,但是现在,你们已经回到牧羊人和你们灵魂的

保护者的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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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耶稣的死和复活,神叫人得以与他和好。我们不再因罪的关系

而与神隔绝。神也盼望因著他的恩典使人得救。请看以弗所书 2 章

8 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

的。”这就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 

但人如何遵从神的计划呢? 

七七七七。。。。你当怎么样行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你当怎么样行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你当怎么样行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你当怎么样行才可以成为基督徒？？？？What Must You Do To 

Become A Christian?    

《新约圣经》里,非基督徒归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例子都按照以下

的次序: 聆听相信福音,悔改过错和罪,承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受浸归

入耶稣基督的名。之后要过新造之人的生活。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能令上帝满意的,因为来到上帝面前

的人必须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相信上帝能够报偿追求他的人”(希伯

来书 11:6)。曾经有一个人问使徒保罗说:“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

救?”这人以前未曾听过福音,所以保罗回答他说:“信仰主耶稣,那样

你们就会得救...”(使徒行传 16:30-31)。之后保罗把耶稣的福音传

给他。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主...宽容你们,上帝不想要任何人灭亡。相反,他希望所

有的人都能够悔改”(彼得后书 3:9)。“或者你...轻视了上帝博大

的仁慈,宽容和耐心,或许你不明白他的仁慈是为了要引导你去悔改

呢?”(罗马书 2:4)。 

什么叫做悔改呢? 悔改是一种思想的改变,是基于心中意念的驱使,

而导致生活行动的改变。您愿意悔改您的罪吗? 

承认承认承认承认:::: 耶稣说:“谁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我也会在天父面前承认他;

谁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我,我在天父面前也不承认他”(马太福音 

10:32-33)。保罗说:“如果你用嘴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

使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就会得救”(罗马书 10:9)。朋友,您相信耶

稣是神的儿子吗? 你愿意向别人承认这个事实吗? 

受浸受浸受浸受浸:::: 彼得对那些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承认自己的过错的人

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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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

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 2:38-39)。 此经文

告诉我们说:一位相信耶稣为神的儿子,并且悔改自己过错的人,当他

受浸时,就在那片刻,神用耶稣的血赦免他的罪。 

罗马书 6 章 3 至 6 节对受浸有更进一步的 解说:“...你们难道不

知道受过洗礼进入基督的我们已受洗进入了他的死亡了吗? 所以,通

过洗礼进入了他的死亡,我们与他一同被埋葬,以便就如借著天父荣耀

的力量,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样,我们也能过上新生活。既然我们在象他

的那种死里也与他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将会在象他的那种复活里和他

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这点: 我们的旧我已与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了,为的是使我们的罪恶的身体毁掉,使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

隶。”此经文让我们明白拯救我们的是神的恩典和耶稣的圣血,但让

我们接触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是洗礼～当我们受浸时,神就用耶稣的圣

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从水里上来时,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要过新

的生活。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人除非有基督耶稣的生活样式,否则就不能称作基督徒。 

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督徒应该有

的行为,所以耶稣就不能认他们为他自己的门徒。  

基督徒当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八八八八。。。。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 The Christian Life    

假如有人照《新约圣经》教导受浸归入主,神必洗去他的罪;同时

他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神的灵要住在他里头,帮助他成为神所喜悦

的儿女。(请阅读使徒行传 2:38; 5:32; 22:16; 哥林多前书 6:19-

20)。因此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的: 

1. 必须是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哥

林多后书 5:17)。保罗在加拉太书 2 章 20 节刻意地说:“我已

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著。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

我,为我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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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须有新的意念:“不要再让这个世界的标准引导你们,而是通

过更新思想来改变自己...”(罗马书 12:2)。 

3. 不同於非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不可能远离一切性淫乱、贪

财、偷窃、拜偶像的人。但是不可以与之同流而合污。 

4. 当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产物即是爱,幸福,和平,耐心,仁慈,

美好,信念,温柔和自制”(加拉太书 5:22-23)。 

5. 是一个对神感恩的生活 (歌罗西书 3:15-17)。 

6. 是一个圣洁的生活 (彼得前书 1:15)。 

7. 是一个爱的生活。基督徒爱神,也爱他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基

督徒爱所有的人,甚至於他们用神的爱来爱他们的仇敌 (请读马

太福音 5 至 7 章)。 

8. 是一个合一的生活: 基督徒要合而为一,不应该为宗派 (约翰福

音 17:20-21; 罗马书 15:5-6)。 

9. 有时是一个受逼迫的生活 (提摩太前书 3:12; 彼得前书全

书)。 

10. 是一个教导别人成为基督徒的生活(马太福音 28:18-20)。 

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它每一方面都非常重要,因此保

罗劝诫基督徒说:“要站稳脚根,不要动摇,要一贯把自己完全彻底地

奉献给主的事业,因为你们知道在主内工作绝不会是徒劳的”(哥林多

前书 15:58)。 

九九九九。。。。敬拜真神的重要敬拜真神的重要敬拜真神的重要敬拜真神的重要 The Importance Of Worshipping The True God    

基督徒应该经常地与其他的基督徒聚在一起敬拜神,但是这种敬拜

需要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对於基督徒来说,敬拜天父是理所当

然的；其理由如下: 

(1) 基督徒渴望敬奉、颂赞和感谢神～我们的主、宇宙的创造

者、世人的救世主; 崇拜他是很自然的事。诗人大卫王也表明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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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说:“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

生神”(诗篇 42:1-2)。 

(2) 神要我们藉著每个礼拜的崇拜纪念他。请阅读哥林多前书 

11:23-29。 

(3) 假如我们不经常敬拜神,我们很容易随流失去远离他的恩典. 

但假如我们经常敬拜他就必然得到许多属灵的福份。 

基督徒的敬拜聚会是怎么回事呢? 倘若你参加一个基督徒的敬拜

聚会, 心中作何期望呢? 

敬拜中, 每一位参加的人都应该有一种安祥、敬虔的态度,以及喜

乐、热切的心情。敬拜的过程包括唱诗歌、祷告、研读《圣经》、赞

美神。每当“主日”(星期日) 基督徒也会领用“主餐,”并借此机会

奉献金钱给教会。这种奉献是为了支付教会的开支 ～ 包括救济贫苦

群体、协助传福音、维修礼拜堂等。 

十十十十。。。。耶稣呼唤你耶稣呼唤你耶稣呼唤你耶稣呼唤你 Jesus Calls You    

您知道自己在对基督教义的了解已足够帮助您成为基督徒了吗? 

您今天愿意成为基督徒吗? 您喜欢做神的儿女,认神为你属灵的父亲,

认耶稣为您的救主,受浸归入基督,使您的罪得赦免,且领受主的恩典,

成为天家和教会的一员吗? 今天赠送此册子给您的人,将很乐意为您

安排一切受浸归入主之事宜。您愿意在此决志吗? 耶稣说:“看啊,我

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

去 ...”(启示录 3:20)。耶稣又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

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 2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