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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
我们是凭信心而为之。 我们对人生中的所有问题
并不都有答案。 如果我们希望在邀请主耶稣进入
我们的生命之前得到人生问题的所有答案，我们
就永远不会这样做，而且会错过了一生中最伟大
的经历....... 在耶稣基督里得救。
通过主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和好不是通过知
识和教育获得的，而是通过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免
费礼物。 然而，上帝也不希望我们以此为借口，
继续无视上帝的话语和生命的真理。 在彼得前书
3 章 15 节中，我们读到了;
“只 要 心 里 尊 主 基 督 为 圣 。 有 人 问
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
以 温 柔 敬 畏 的 心 回 答 各 人 。”
本手册旨在帮助初信的基督徒以及慕道的
朋友找到他们问题的答案。 但请记住，即使拥有
所有答案的人并不一定拥有永生。 总要为主耶稣
基督和他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作见证，而不仅
仅是一个信息的来源。
想从本手册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请用
虔诚的心来学习并查考《圣经》经文。 在祷告中，
祈求圣灵帮助你理解上帝的话语，因为圣灵会使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活泼起来。
将本手册保存在你的《圣经》里，以便在
你分享对基督的信仰时可以使用它。 如果您没有
《圣经》，请上网输入‘新译本’《 圣经》搜索
即可。《圣经》是世界上比其他任何书藉都更多
人翻译和阅读的最伟大的书。 在本手册的后面有
两个索引可以帮助您快速查考经文。
1. 主题和问答索引
2. 主题字母索引
最后两页是一个传福音者指南，帮助你运用圣经
经文带领你的朋友来信基督。
愿主耶稣基督帮助你和他保持亲密关系,
并亲自祝福你福杯满溢。
“…... 因 为 你 们 立 志 行 事 ， 都 是 神 在 你 们
心 里 运 行 ， 为 要 成 就 他 的 美 意 ……使 我
认识 基 督 ， 晓 得 他 复 活 的 大 能 ， 并 且 晓
得 和 他 一 同 受 苦 ， 效 法 他 的 死 。(腓利比
书 2 章 13 节 和 3 章 10 节)
主内奇妙大爱，
布莱恩·约翰逊

2

[934763 Answers to New Christian Questions_CMYK.pdf (2)]

A. 起初

1.

地球是怎么形成的?

圣经告诉我们,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 1：
1 ). 地球被创造出来.
这创造出地球的能力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一出口，
地球就出现了。在希伯来书 11：3 写着“我们因
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
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神有能力用他的话和命令从无有创造出任何东西
和物质来。圣经在诗篇 24：1~2 节记录说，“地
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
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2.

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类?

人类似乎一直是上帝的难题！在创世记 1：26 记
载着起初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
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
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
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
行动的活物。’”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让人类管理
全地，生养众多，遍布全地，这样人类在地球上
就可以与其他生物分别出来。
再者神创造人是为彰显神的荣耀，（以赛亚书 43：
7），带给神喜悦（启示录 4：11），并且神创造
的没有什么是徒劳无用的。（以赛亚书 45：18）。
神与人之间有问题是因为人类选择走自己喜欢的
路，就是无视神的意思而去犯罪（请读创世记 2
章）。罪恶阻止人类去实现神创造人的目的。作
为违背神的结局，人类得到了罪带来的惩罚就是
死亡（罗马书 6：23）。
在这个因为人违背神而出现的难题中，神仍然给
我们预备了一个解决方法（约翰福音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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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差他的
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
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
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赋予了
教会（真信徒）一个美好的特权，就是向全天下
传讲这个好消息，以解决人和神之间的这个问题
（马太福音 28：19~20 节）。

3. 既然神知道一切的事，那他为什么不直接
把亚当和夏娃造成不会犯罪的人?
神无所不知的能力并不受任何限制，因为神给亚
当和夏娃选择的自由。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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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类（创世记 1：26），所以他也赋予人类思
考、理性和做出选择的能力，正如神拥有的一样。
如果人类在被创造的时候没有被赋予选择的能力，
人将成为非常有限制的物种，也就不能完成神创
造人的目的了。假如人类不会选择，那人类永远
也不会表达对神的爱和崇敬。
人类要为自己选择了犯罪的事负责。把人类自己
用自由意识去犯罪的行为扭曲成指责造物主创造
的不够好，是不符合逻辑，说不通的。人类所遭
受的痛苦都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罗马书 3：23 和
罗马书 7：19~20）。神不像人，他从来不犯罪。
神的正直和圣洁是完美存在的。

4.
因为第一个人悖逆了神就惩罚所有的人类
这公平吗?
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为了祝福他们（创世记 1：
28）但是撒旦总是试图把人类带进诅咒里。罪，
就是抗命，并给人类带下诅咒（罗马书 6：23）。
亚当被撒旦试探就犯了罪，悖逆了神的命令。因
此地球被诅咒，亚当的心里也认识了罪和悖逆的
后果（创世记 3：17）。因为他的这个行为，人
的心就开始变得邪恶了，从人心里出来的东西也
污秽了人自己（马太福音 15：18~19）。
随着人类不断繁衍，邪恶的心在他们的后代中也
不断的遗传下去。就像苹果树会结出苹果来，心
邪恶的人生出的小孩也有悖逆的心。
神看见人类的困境正是由于他们的罪所造成的，
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补救的办法，使他们可以从
罪的诅咒中解救出来。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
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来到了世界上，为我们
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惩罚。
耶稣也给那些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相信耶稣为
我们每个人成就救赎之功的人一个新的心和态度。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罗马书 8：9 ）。这就是神给
人类因为罪带来诅咒问题的补救方法。

B. 关于救恩和成为基督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而接受他救恩的人。救
恩从信心而来，信心是从听和学习神的话语而来。
神的话这样说：“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
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
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
里上来。’这到底在说什么呢？就是说：‘这道
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
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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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
书 10：6~10）
对基督的信心会被我们的罪阻碍，这罪是指我们
错误的行为和态度，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
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
圣经还说，如果我们爱其他的基督徒，就证明了
我们已经从地狱被释放出来，并获得了永恒的生
命。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
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 11：6）
如果你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承认了自己的
罪，并离开你之前的罪行: 你要一生信靠他，并
爱基督徒，即神大家庭里的成员，你就可以没有
怀疑的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了。

6.
我们可以接受基督但是不让我们的父母知
道吗？
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和掌管
我们生命的神，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改
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
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
17）。由于接受基督会使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想
向父母隐瞒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要隐瞒
就是否认基督在你生命里的能力。
圣经也说过，“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 10：10）。
基督已经吩咐我们所有人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
1：8），向我们遇到的所有人，要常做准备。有
人问你们关于心中盼望的缘由，就以温柔、敬畏
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 3：15）。
在祷告中求神给你对父母极大的爱，使你想要去
和他们分享这永生和在耶稣基督救恩的唯一盼望。

7.
呢？

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我们

圣经，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 2：13 说，“你们从
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
血，已经得亲近了。”
耶稣基督已经用他流出的血和他的生命买赎回了
你的生命。他既然已经为你付了如此大的代价，
你觉得他还会弃绝你吗？当然是不会的！“又因
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
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
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以弗所书 1：5~6）
耶稣在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之前，也会为将来成
为信徒的人们祷告（约翰福音 17：20~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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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这个人还可以
改去信其他宗教吗？
成为一名基督徒不会使我们失去做决定或选择的
权利。亚当即使曾经每晚与神在伊甸园中同行和
交谈，他后来还是选择违背神而去犯罪。
基督曾说过一个比喻，记录在马太福音 13：
44~46：“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
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
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
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
这颗珠子。”基督徒就像这个人一样。当他经历
了做基督徒极大的喜乐，并且知道若不藉着耶稣
基督，没有人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和拯救（约翰福
音 14：6），他把他的生命全部给了耶稣基督，
不再愿意事奉其他人或宗教。因为再没有任何一
个其他的宗教可以满足他的心。
此外，神已经吩咐“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
神。”（出埃及记 20：3）。一个人成为基督徒
以后却又转信了其他宗教，这样的人是被欺骗了，
我们应该为他们禁食祷告。

9.
如果我们向耶稣基督承认我们的罪，他会
原谅我们吗？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的罪被赦
免了呢？
在约翰一书 1：9 神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承诺。神从来不会打破他任何
一个承诺因为他是信实的，真实的，公义的，会
兑现他所有的承诺（以赛亚书 45：21）。
现在通过对神话语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向耶
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你就可以肯定你已被神赦
免和洁净了。

10.
我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怎么办？他们
会怎么想，怎么说？
对于你决定跟随耶稣基督，你的朋友们会有许多
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一些人会讨厌你，一些人
会冷落你，还有一些人会欣赏和尊重你。
耶稣说过，“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
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
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
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
5：11~12）。
不要被这些事伤害或冒犯。“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当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
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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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作什么，或说话、
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歌罗西书 3：16~17）。耶稣基督也曾经历这一
切的事，但他不因此受伤。他不允许任何苦毒在
他的灵魂里扎根。因此作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
人，我们旧的本性要死去，而耶稣基督藉着住在
你们里面的圣灵要在你们里面继续活着。不要用
世界上对基督徒的想法去评判他们。借鉴哥林多
后书 5：14~17。

C.

11.

基督徒的生活______________

帮助新基督徒在基督里成长的步骤是哪些?

圣经明确的教导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成长和发展
的。彼得后书 3：18 告诫我们说：“你们却要在
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也可以参考希伯来书 6：1~2。
基督不只是期望我们在他里面做什么事情有长进，
而且在更像他的事上有长进。三个态度可以极大
的帮助新基督徒在基督里成长：顺服，可受教的
和愿意；（哥林多后书 10：5 下，诗篇 32：8~9；
诗篇 110：3）。
神一直在你里面工作来帮助你去顺服他，然后帮
助你去做他想让你做的（腓立比书 2：13）。以
下是基督计划让你在成长中经历的一些事的列表；
受浸入水中的洗礼（马太福音 28：19）
·
发展你祷告的生活，辨别和听神的声音
·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18）
每天读神的话语（诗篇 119：11）
·
寻求和其他信徒的相处连结（使徒行传 2：
·
42）
擘饼（圣餐）（使徒行传 2：42）
·
为神的工作奉献（哥林多前书 16：1~2）
·
领受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 19：6）
·
切切地渴望圣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 12：
·
31）
渴望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 5：22）
·
和别人分享基督，特别是非基督徒（使徒
·
行传 1：8）
要有好行为，特别是善待穷人（马太福音
·
5：16）
要乐意侍奉神（诗篇 100：2）
·
努力并愉快的工作（歌罗西书 3：23）
·
赞美，感谢和敬拜神（诗篇 149 章）
·
这个列表并不完全，却是为在基督里帮助我们并
使我们成为神国里多结果子的成员。

12.

一个基督徒要受水的洗礼吗？

当耶稣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对约翰说：“请
为我洗礼，因为我必须做我父眼里所有看为对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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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参考马太福音 3：15。于是约翰在约旦
河为耶稣洗礼。以后在他早期的事奉中，耶稣在
马太福音 28：19 将大使命委托给他的门徒：“所
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
他们遵守。”
门徒们就出去实行他们领受的使命。在使徒行传
2：38 彼得在五旬节信息里说：“你们各人要悔
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
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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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命令我们要受洗礼并要去宣讲洗礼。
基督徒还需要进一步的指令么？让我们顺服耶稣
的命令并接受洗礼。

13.
在受洗礼的时候人必须要完全浸入到水里
是真的吗？
希腊语中“baptizo（洗）”是用于新约中受洗
礼的词。 这个希腊词的字面意思是“通过投入
使成圣”。耶稣曾在约旦河里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马太福音 3：15 记载是浸入到水里的。
使徒约翰，耶稣的一个门徒，曾在土耳其的塞尔
丘克建了一个大教堂给上千的新信徒举行浸水礼。
浸礼池在大教堂的遗址上还遗留至今。
浸水礼的这个行动对于信徒的意义不仅是通过顺
服基督的命令而有的属灵上的重要性，还有一个
象征意义。
进入到水里并全部浸没；然后再次出来，是信徒
经历基督的一幅很好的画面，表明信徒在他们过
去的生命上死去了；和基督一起埋葬并被清洗洁
净；然后新生命和基督一起复活了（罗马书 6：
4）。
新约的受洗礼是通过浸入水里，因为在受洗礼中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的属于撒旦的天性和基督
一起死了，并且我们的新生命从死亡中和他一起
重生，因为我们相信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全能的
神的话（请读 歌罗西书 2：12）。

14.
主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 水的洗礼的时候
也受了圣灵的洗礼。基督徒也可以有这样的事发
生吗？
施洗约翰为耶稣的洗礼做见证：在神差派施洗约
翰去施洗和传悔改的道时，神告诉他当他看到圣
灵降临并停留在谁的身上，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要
用圣灵施洗的。读 约翰福音 1：33。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要来用圣灵施洗的人（路加福
音 24：49）。他在使徒行传 1：5 指示他的门徒
们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
圣灵的洗。”在五旬节，门徒们领受了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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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读使徒行传 2：1~4）。随后其他的信徒们也
领受了圣灵的洗礼。（使徒行传 10：44~48 和 19：
5~7）。我们应该期望可以得到这样大能的洗礼
使我们可以大大地见证基督并传讲福音。（使徒
行传 1：8）
此外，我们不只要领受圣灵的洗礼，而且要根据
基督在马太福音 28：18~20 的命令去教导人，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
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要领受神所有得胜的权柄和过有能力的基督
徒的生活。在信心里祈求，相信主耶稣要给你受
圣灵的洗礼的恩赐（读 路加福音 11：13 和以弗
所书 5：18）。

15.

什么是圣灵的洗礼呢？

圣灵的洗礼是领受权柄来装备信徒去得胜地宣扬
基督和服事主（使徒行传 1：4~5）。
基督复活后，他多次向门徒显现。在约翰福音 20：
19~23 记 载 说 基 督 向 他 们 吹 气 并 对 他 们 说 ：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
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
‘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
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通过这次领受圣灵的吹气的经历，门徒们重生了。
在他们的另外一次聚会中，他告诉门徒们不要离
开耶路撒冷直到他们得到圣灵的应许。使徒行传
1：4~5，“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
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
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稍后他向门徒们讲说这件事情，并说：“但圣灵
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
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
的见证。”（读使徒行传 1：8 和路加福音 24：
49）
如今耶稣讲的这些事，在五旬节都应验了。“五
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
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
屋子；又有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
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
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 2：1~4）
彼得向聚集的众人解释这件事说：“彼得和十一
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
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
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
为时候刚到巳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
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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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
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
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
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
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以色
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
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
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
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
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原文作舌）快乐，并
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
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
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
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
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
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
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
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
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
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
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
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
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
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
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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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
现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恩典的时代，是基督
再来之前的最后的时段。所以相信基督的人，在
这个时代里都可以受圣灵的洗礼。
使徒行传还进一步记载了另外两个信徒们接受圣
灵的洗礼，说方言和预言的事。读使徒行传 10：
44~48 和 19：5~7。

16.

祷告是必要的吗？

祷告是基督徒和神交流的最有意义的方式。神渴
望和我们个人有更深层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建
立就是通过祷告的生命，不只是和神交流，也要
等候、倾听、辨别和知道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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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是被命令要祷告的（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
18）“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
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神的心意是通过祷告使信徒得到很多的祝福。其
中一些祝福是：
得到力量；历代志上 16：11
·
得到我们需要的答案；马太福音 7：7；
·
使徒行传 4：31
得胜试探的能力；马太福音 26：41
·
被喜乐充满；约翰福音 16：24
·
祷告被应允的喜悦；诗篇 91：15
·
增长信心；马可福音 11：24
·
认识神的方式；申命记 10：12~13
·
另外圣经指示我们要持续祷告（路加福音 18：
1~8），全心全意（耶利米书 29：13），对神正
确的态度（雅各书 5：16），记得为众圣徒祈求
（以弗所书 6：18~20），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马太福音 6：10）。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花时间祷告和让祷告成为他
们每天生活行为的一部分。

17.
我们怎么知道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呢？神
会回应我们所有的祷告吗？
耶稣的门徒们问到关于祷告的回应时，耶稣回答
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
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
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
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
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
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如
果你单单相信神，真正相信没有一点疑惑，你可
以替任何事祷告，你就会得到。只是当你祷告时，
你必须先赦免任何一个得罪过你的人，如此你在
天上的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可福音 11：
22~25）
在诗篇 91：14~16 主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
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
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
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这些是祷告得回应的两个先决条件：爱神，和神
有正确的关系（圣洁）。
在约翰福音 15：15~17 耶稣给了他的门徒们美好
的应许：“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
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
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
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
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
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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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的原因可能有：
心里有罪；以赛亚书 59：2
·
不顺服神的命令；申命记 1：45
·
疑惑的心；雅各书 1：6-7
·
妄求；雅各书 4：3
·
祈求的不合神的心意；撒母耳记下 12：
·
15~23 和哥林多后书 12：8~9

18.

“在圣灵里的祷告”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祷告和请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时，要让我们
的祷告有效，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求。“因为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 8：14~16）
在以弗所书 6：18 保罗劝勉以弗所信徒说：“靠
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这里“靠着圣灵祷告”是需要信心来实现的。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
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
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
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罗马书 8：
26~27 ）。保罗经历了这种祷告并指导哥林多教
会的运行。这可以查考哥林多前书 14：14~16；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
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
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
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
但是在圣灵里的祷告不都是用方言祷告。撒母耳
记下 7：27 提到当大卫王祷告的时候，他发现圣
灵在他心里为神建圣殿祷告，因为神向他显明这
是神的意愿。
在“圣灵里的祷告”的关键是信心。信心可以使
神指示信徒为什么事祷告，或者通过信徒祷告，
成为顺服神旨意和目的器皿。没有信心是不能得
神喜悦的（希伯来书 11：6）。

19.

读圣经的重要性是什么？

圣经的话是神指示给人的。这是神在和人说话。
读经就是让神对你说话。圣灵用神的话在我们里
面产生神圣的生命（希伯来书 4：12 和 路加福
音 11：28）。
将神的话存记在心，你就会得到以下的益处：
使你远离罪恶；诗篇 119：11
·
指引你生活的方向；诗篇 119：105
·
使你有智慧和给你喜乐；诗篇 19：8
·
向你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他里面有永
·
生；约翰福音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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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们忍耐也给我们鼓励；罗马书 15：4
·
给我们神如何对待人的例子；哥林多前书
·
10：11
在新约中基督徒每天查看经文（使徒行传 17：
2），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有计划的来
通读圣经。就算一天只读四章经文，也要花一整
年才可以读完一遍圣经。对于新基督徒来说每天
学习一些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圣灵就可以
引导你当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在马太福音 22：29 耶稣对犹太宗教领袖说：“你
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最后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鼓励他学习经文；“你当
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 2：15。

20.

什么人构成了真的教会？

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真教会？教会不是建
筑或者公司！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在神的灵里
获得重生，并且有基督的爱在里面的人群。这是
基督的身体，是真教会。（使徒行传 20：28；歌
罗西书 1：17-24）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
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
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 4：15~16）
教会是由在地上属神国度的子民组成。耶稣基督，
教会的元首说过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翰福音 3：3）“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
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
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
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 4：23~24）。
在新约里，教会这个词是希腊语“ekklesia（教
会）”，直译就是“被召出来的人”。 真教会
的成员是那些使自己和这个世界、肉体、魔鬼和
偶像分别开的人（哥林多后书 6：17~18）。

21.

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不同的教派？

从新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教会是以他们
所住在的城市命名的。（腓立比书 1：1；哥林多
前书 1：2 上）。
然而，在公元第三世纪之后，教会的属灵生活就
逐渐衰弱，直到中世纪。从那时起，神通过感动
一些属神虔诚的男女信徒的心，展示了他复兴教
会与启示圣经真理的工作。诸如加尔文、路德、
威克里夫、布林格、胡珀、布斯、约翰和查尔斯.
卫斯理、安娜浸信会、坎特.冯.亲岑多夫和摩拉
维亚弟兄会、盖恩夫人、埃文.罗伯茨、杰弗里
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和特蕾莎修女和其他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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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对于建立教会的理解，各自都从圣经真
理上经历过独特的启示。
为了真实的回应从神来的启示，这些人都发现打
破旧有教会体系并且体现这一信念是必须的。大
多数的这些运动创建了不同的教派。
纵观历史，人类一直试图通过建立纪念碑、圣殿、
帐幕或给发生事情的地方起特殊的名字，用来纪
念和神特别的相遇或经历。（创世纪 35：14；撒
母耳记上 18：18）后人常常忽略以前几代人的目
标和这些虔诚的人的经历。
神对那些有真正生命信徒的目的和计划，是预备
他们为基督再来做准备（彼得后书 3：14~15；以
弗所书 5：25~27）。他会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再回
来。神的圣灵为预备基督再来的运作会使历史的
走势顺着他的灵而改变，为要涵括所有神的目的
和真理。
让我们成为 为基督再来而热心的人，并且挑战
那些在不同教派里的人，通过圣灵的大能活出一
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22.

定期参加教会重要吗？

人得救的证据之一就在于他们对敬拜赞美神的渴
望和对其他基督徒的爱心。参加教会可以使信徒
同时做到这些事。
新约的信徒们常常聚集并且彼此分享所有的事情。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
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 2：44~47）。
保罗写信给希伯来信徒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5）。
耶稣每个安息日都要上会堂念圣经（路加福音 4：
16）。
要参加这样的教会：基督被敬拜赞美和尊崇，基
督徒彼此相爱，圣经被教导，你会在属灵上成长。
要为这个迫切地祷告。

23.

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吗？

得到救恩和接受洗礼之后，要迫切为神的带领祷
告，可以参加并认出哪个是你当去的教会。记住
一个教会就是基督身体（神的家）一部分的表现。
作为家中的一员，你会想要被家人认可，在家庭
成员的成长和生命的事上有帮助（罗马书 8：15；
希伯来书 2：11~13；以弗所书 5：23）。
在将歌罗西书 2：19 我们读到 “元首（基督）”
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
长进。”这教导我们：当一个身体连接在一起，
彼此委身时，每个肢体都可以经历成长，这就是
神所要的整个身体的成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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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的教会，我们读到说 新的信徒一得救并
受洗就参加到教会中了（使徒行传 2：41、47）。

24.

基督徒应该把十一奉献给哪个教会？

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十一奉献和献祭;
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
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
可容。”（玛拉基书 3：10）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 16：1~3）；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
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
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
现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
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在哥
林多后书 8：1~5，我们读到马其顿的教会，他们
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在极穷之间，还格外
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帮助耶路撒冷受苦的圣徒。
不但照神的旨意，更把自己献给主。
在经文中提到的原则是：你是教会的一员，并在
那里领受生命灵粮，被喂养和牧养。故此，要在
你所在的教会履行十一奉献，以支持那个教会的
事工。
奉献是给其他有需要的圣徒，是按着主的指引。
这些奉献一般是通过当地教会收集的。耶稣教导
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
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
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路加福音 6：38）。

25.

保持安息日圣洁是什么意思？

神在创造时，给人设立了一个榜样，七日中的一
日，人要歇了他们平常所做的工作来休息。因此
第七日为圣日（创世纪 2：1~3）。
当神颁布十诫给以色列的子民时（出埃及记 20：
8~11）神吩咐他们只工作六天，第七日要歇了他
们的工作，来安息。
但当耶稣来到世上时，他却斥责法利赛人，因为
他们通过他们的教训使安息日成为人的重担。耶
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
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马
可福音 2：27~28）。
早期的新约教会安息日在犹太会堂聚会，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不断的与犹太教领袖有冲
突，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并敬拜（使徒行传
13：14~15；13：44~52；20：7；哥林多前书 16：
2）。这也将新基督徒与基督的复活确定在一周
的第一天（马可福音 16：2）。对于基督徒来说，
每周分别一天出来聚会，敬拜神和与其他基督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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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是旧约模式在新约时代的成就。在基督里，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17）。

26.

基督徒可以醉酒和吸食毒品吗？

醉酒和毒瘾是当今世界很突出的问题，并且对这
些物品的消费也被世界主要的金融和政治权利推
动，因为酒类产业的销售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
益。世界上的人不只是迫于经济压力去消费这些
酒精饮品和毒品，而且撒旦也尽其所能来诱惑人
陷入这个邪恶里。
通过这些手段，撒旦一直试图毁坏人的生命。在
彼得前书 5：8~9 指示我们 “务要谨守、儆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
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
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
样的苦难。”
神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创造人，为了
抵制试探，我们必须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撒旦
正在积极地推动这些事，诸如毒品和醉人的饮品，
因为当一个人在这些物质的影响下，他们将失去
自己的意志力。
在箴言 25：28 我们读到，“人不制伏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这样的城无法抵挡
敌人的攻击，人类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自己选择
了被酒精和毒品控制，他们已经无法抵挡撒旦，
并且他们向各种邪恶力量开放，使他们可以入侵
他们的生命。
箴言 20：1 说，“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保罗教导加拉太的
基督徒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
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
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
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
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参考加拉太书 5：
19~21。更多可以查考罗马书 13：13；以弗所书 5：
18；箴言 23：20，29~31； 哥林多前书 6：19。
最后，让我们离弃这一切有破坏性的事物，因为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箴言 16：25）。

27.

基督徒可以抽烟吗？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
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
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
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
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
的奴仆。”（罗马书 6：16~18）
圣经教导说基督徒应该抵制各种肉体的私欲和欲
望，并且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要掌管我们的
思想和行为。在彼得前书 4：1~5，我们读到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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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肉身在受苦，为了可以制服肉体的激情和
欲望。我们要在神的帮助下忍耐，以使我们的余
生不会追逐罪恶的欲望，而是有力量遵行神的旨
意。让基督的灵来掌管我们的心。
吸烟也会损毁我们的健康，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护
我们的身体，因为这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
里面，我们不可以污秽它们（哥林多前书 3：
16~17）。
“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 2：
24） 。在耶稣基督里所有属罪性的习惯会得到
释放。

28.

基督徒可以去世俗的娱乐的场所吗？

许多形式的世俗娱乐会对基督徒的精神生活产生
负面影响，并玷污良知。它们向基督徒呈现诱惑，
这些应该要躲避。
俱乐部、剧院、酒吧、迪斯科舞厅、赌场、摇滚
音乐等，都不是从圣灵所结的果子，而是肉体的
作为，像加拉太书 5：19~26 所描述的。基督徒在
这些事上是没有份的。基督徒应该小心选择电视
节目，在他们选择所听的音乐上也应该注意。
要注意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健康，定期的休闲娱乐，
以使你的身体和心理都有能力去做神在你身上或
通过你所要做的一切。用这个角度看待休闲娱乐，
这会帮助你更有效的做神的工作。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5：11 劝诫他的门徒不可与行
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
或勒索的基督徒相交。他叮嘱他们甚至与这样的
人吃饭都不可。

29.

如果一个新基督徒做错了事怎么办？

神理解也知道人的需要，他也给了我们一些美好
的应许，为要在基督徒因为过错气馁的时候 鼓
励和帮助他们。
第一，他会原谅我们并且洁净我们，如果我们向
他承认我们的过错，约翰一书 1：9。
他应许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供应我
们一切所需。（腓立比书 4：19）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
去了天国为要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
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
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
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
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
时的帮助。（希伯来书 4：14~16）
最后，“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
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
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一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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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
5：4~5）。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
所能受的（哥林多前书 10：13）。
所能受的（哥林多前书 10：13）。

30.
30.

你要怎样帮助一个在软弱的基督徒？
你要怎样帮助一个在软弱的基督徒？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
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
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
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
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
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
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
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加拉太书
6：1~3）。
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加拉太书 6：1~3）。
我们也要用信心祷告；禁食祷告，如果神指示你；
我们也要用信心祷告；禁食祷告，如果神指示你；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
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
5：15~16）
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
5：15~16）
彼得后书
1：1~10 教导了我们关于做什么事
可以
彼得后书 1：1~10 教导了我们关于做什么事 可以
让我们永不失脚。让我们把这段经文讲给在软弱
让我们永不失脚。让我们把这段经文讲给在软弱
里的弟兄姊妹听。并期待神在他们的生命里来行
里的弟兄姊妹听。并期待神在他们的生命里来行
奇迹。
奇迹。

31.
31.

如果基督徒变得沮丧或是忧闷怎么办？
如果基督徒变得沮丧或是忧闷怎么办？

大卫王经常变得沮丧和忧闷，但是他却在那个时
大卫王经常变得沮丧和忧闷，但是他却在那个时
候学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他情感的方法：诗篇
候学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他情感的方法：诗篇
42：11，“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
42：11，“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
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
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
”
脸上的光荣，（原文作帮助），是我的神。
脸上的光荣，（原文作帮助），是我的神。 ”
赞美和敬拜神是走出沮丧和忧闷最快速的方法。
赞美和敬拜神是走出沮丧和忧闷最快速的方法。
为他在你过去的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祝福而赞美他。
为他在你过去的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祝福而赞美他。
把他为你成就的事情列一张表。为每一个祝福感
把他为你成就的事情列一张表。为每一个祝福感
谢他。为他要在未来成就的事情赞美他。
谢他。为他要在未来成就的事情赞美他。
大卫在诗篇 37：23~24 也写到：“义人的脚步，
大卫在诗篇 37：23~24 也写到：“义人的脚步，
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
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
失脚，也不至全身仆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失脚，也不至全身仆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或作搀扶他的手）。”
（或作搀扶他的手）。”
当保罗和西拉被抓去监狱时，他们有任何理由去
当保罗和西拉被抓去监狱时，他们有任何理由去
沮丧和忧闷，在
使徒行传 16：23~26 ，但他们
沮丧和忧闷，在 使徒行传 16：23~26 ，但他们
却祷告、唱诗、赞美神，于是神为释放他们行了
却祷告、唱诗、赞美神，于是神为释放他们行了
神迹，禁卒也悔改信主，他的全家也得救了。
神迹，禁卒也悔改信主，他的全家也得救了。
使徒保罗曾面对很多苦难，试炼和迫害。他写下
使徒保罗曾面对很多苦难，试炼和迫害。他写下
了一段伟大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面对困境。罗马
了一段伟大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面对困境。罗马
书 5：1~5 告诉我们当遇到问题或试炼要欢喜，因
书 5：1~5 告诉我们当遇到问题或试炼要欢喜，因
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对我有益的，它们使我们学
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对我有益的，它们使我们学
会忍耐，变得老练，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这盼
会忍耐，变得老练，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这盼
望也不会使我们失望。
望也不会使我们失望。
记住，神一直与你同在。请允许他用他的话语对
记住，神一直与你同在。请允许他用他的话语对
你说话；在祷告中向他大声呼喊，用你喜欢的诗
你说话；在祷告中向他大声呼喊，用你喜欢的诗
章颂词赞美他。
章颂词赞美他。 最后，忧闷也许会是因为一些
最后，忧闷也许会是因为一些
身体上的疾病引起的，你需要寻求医疗上的建议
身体上的疾病引起的，你需要寻求医疗上的建议
并且如果病痛还在，就要为得医治祷告。
并且如果病痛还在，就要为得医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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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2.

什么是成圣？
什么是成圣？

成圣一词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归向神。它包
成圣一词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归向神。它包
括圣洁、清洁和纯净。
括圣洁、清洁和纯净。
从你在神的国度里重生的时候起，圣灵就在你生
从你在神的国度里重生的时候起，圣灵就在你生
命中做着使你生命成为圣洁的工作，为了神在你
命中做着使你生命成为圣洁的工作，为了神在你
生命中的目的。你被救赎之后的每一个做的或者
生命中的目的。你被救赎之后的每一个做的或者
经历的行为都是为了使你更接近神，使你更像基
经历的行为都是为了使你更接近神，使你更像基
督的样子，这也是使你生命成圣的一部分。
督的样子，这也是使你生命成圣的一部分。
为了使我们经历成圣，我们需要顺服圣灵在我们
为了使我们经历成圣，我们需要顺服圣灵在我们
生命里的工作，然后通过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大
生命里的工作，然后通过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大
能，我们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
能，我们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
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2：
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21；罗马书
15：16；哥林多前书 1：30）。 2：
21；罗马书 15：16；哥林多前书 1：30）。
D.
D.

建立刚强的信心
建立刚强的信心

33.
什么是拯救的信心
33.
什么是拯救的信心
耶稣说过，“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马太
耶稣说过，“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马太
福音 18：11）。耶稣在 约翰福音 12：47 记录
福音 18：11）。耶稣在 约翰福音 12：47 记录
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
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
界”。神在意他一切的创造物，他也希望所有人
界”。神在意他一切的创造物，他也希望所有人
都知道他拯救的恩慈。“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
都知道他拯救的恩慈。“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
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
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
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有古卷作
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有古卷作
因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
因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
行律法。”（罗马书
3：27~28）信心能使神喜悦，
行律法。”（罗马书 3：27~28）信心能使神喜悦，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信心，即使它小如一粒芥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信心，即使它小如一粒芥
菜种。保罗在加拉太书 2：19 说，“我因律法就
菜种。保罗在加拉太书
2：19 说，“我因律法就
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可见信道
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
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
书 10：17）。
书 10：17）。

34.
34.

17

如何增长我的信心？
如何增长我的信心？

有一天耶稣的门徒们问耶稣同样的问题。请读路
有一天耶稣的门徒们问耶稣同样的问题。请读路
加福音 17：5~6 耶稣给出极好的答案。“门徒们
加福音
17：5~6 耶稣给出极好的答案。“门徒们
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
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
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
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
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也必听从你们。”
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也必听从你们。”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
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的
人 ， 必 须 信 有 神11：6）。“可见信道是从听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人。”（希伯来书
人。”（希伯来书
11：6）。“可见信道是从听
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
10：
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
10：
17）。这福音会供养你们的信心，也会帮助你成
17）。这福音会供养你们的信心，也会帮助你成
长。读圣经很重要，特别是在四福音书里关于基
长。读圣经很重要，特别是在四福音书里关于基
督生平的故事。祷告和向神述说你生命里的每一
督生平的故事。祷告和向神述说你生命里的每一
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也要为其他有需要的人祷
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也要为其他有需要的人祷
告。神会回应你的祷告，这也会帮助你的信心成
告。神会回应你的祷告，这也会帮助你的信心成
长。在马太福音 21：21~22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
长。在马太福音
21：21~22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
关于信心，“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
关于信心，“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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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
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
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
信，就必得着。”

35.

如何使我的信心变刚强？

使徒保罗鼓励我们在信心上成长，允许我们的信
心受到试炼。我们在罗马书 5：1~5 可以读到这个
信心被试炼的过程。像很多我们生命里的事情一
样，只有我们使用了以后才知道它们是如此真实。
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使我们在基督里的公义 得
以实现。因为我们对神应许的信心，他已带我们
进入最高权柄里，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并
且我们有信心并喜乐地期待着，会变成神希望我
们成为的样子。每当遇试炼或试探时，要把你的
信心和信任交给基督，你的信心就会增长。我们
信心的操练可以使神喜悦。

36.

什么是死的信心？

死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相信的人、东西或者系统并
不具有可以回应我们的能力，或者对我们没有足
够的爱来不厌其烦地聆听或是解决我们的请求。
偶像没有爱我们和回应我们祷告的能力。大多数
拜偶像的人必须用他们的心思去满足他们偶像的
需求。偶像一般是向他们的追随者索取东西。偶
像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他们自己并不是创造
者。在希伯来书 9：14 说到 “何况基督借着永
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
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
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

37.

信心和奇迹之间有什么关系？

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发生奇迹的必
要基础。他曾使拉撒路，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
死里复活。拉撒路死了，而且没有信心。参考约
翰福音 11：1~45。耶稣曾提到有人有和芥菜种一
样小的信心；请读马太福音 17：20。在路加福音
7：9，耶稣称赞一个罗马百夫长有极大的信心。
这个百夫长相信因为耶稣远距离的一个命令就可
以使他在家里的仆人痊愈，即使是什么证据都没
看到的时候。请读路加福音 7：1~10。巴底买是
一个瞎子，曾向耶稣大声呼喊。耶稣问他想要什
么。他说他想能看到。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
了你。”彼得没有信心却在水上行走；读马太福
音 14：25~34。无论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当我们
把它交给神时，他就为我们成就奇迹。这是神希
望我们一生都使用的一个原则。无论我们是只有
寡妇的几个小钱，还是有象罗马百夫长的极大的
信心，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都给神，他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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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你成就奇迹一般的事情。毕竟，他是创造一
切的神。他一发命令，世界就形成了。但有时神
也为我们做一些我们并没有期待的神迹，这是因
为神有极大的恩典，他彰显他的能力为要我们尊
荣他。

38.

为什么信心会使神喜悦？

信心是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里的一种表现。神非
常渴望和每一个人有美好的关系。为了使这种关
系有意义，我们必须要建立对神的信心。这样的
信心会使神喜悦，他也会时常赏赐那些认真寻求
他并对他有信心和信任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
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 11：
6）。什么是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
据。”神祝福了这些在圣经中提到的有信心的男
人和女人。对神的信心同时也给我们一个世界观，
解释了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和它的目的。这帮
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因着信心我们相信他通
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的事，我们照着去行，这就
蒙神的喜悦了。

39.

基督徒为什么禁食？

“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
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
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
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
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
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 6：
16~18）。我们从这段圣经中知道禁食是神和禁
食者之间的事。你禁食不是为了给任何人看。禁
食要求自我克制，它可以帮助我们抑制肉身的欲
望，约束我们的身体。禁食也是一个方法，我们
向神表明我们认真地要在我们所禁食的事上有一
个突破。在马太福音 17：21 耶稣教导门徒们有一
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或作不能
赶他出来）。一个年纪老迈的女先知，亚拿，并
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她有特殊
的权利预言马利亚的儿子就是以色列一直盼望的
弥赛亚和救赎者。这事记在路加福音 2：36~40。
灵里力量的增加和对圣灵的敏感度是和禁食有关
系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他们寻求从神而来的
能力时都可以常常禁食祷告。然而有病的基督徒
在禁食前必须听取医生的建议。禁食可以帮助身
体排毒。一些人为要提升他们的灵性渴慕而约束
他们的身体，常常禁食。在使徒行传 13：2~3 我
们读到安提阿教会的领袖，有一天“他们事奉主，
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更多的禁食祷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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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些人“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
了。”这看似是说神需要我们在按立耶稣基督教
会的领袖职分和差派领袖出去的时候要禁食祷告。
这个按立职分和差派领袖的时候禁食祷告的观点
在使徒行传 14：23 也有记载。

E.

40.

增长基督的品格

追随者和门徒有什么区别？

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可能只是很简单的跟从
耶稣的人。一个追随者并不需要努力去顺服基督
或是接受耶稣的讲道信息。他们也许是被讲道的
信息吸引，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把自己交给神，
成为基督的仆人。门徒是把他们的生命委身在基
督的主权之下的人。作门徒的人是会努力寻求和
基督有美好的关系，从而可以引领他们变得有纪
律，顺服基督的教导，活在圣灵的大能里，并训
导他人成为门徒，再使门徒带领他人成为新的门
徒。门徒训练是耶稣的策略，为使天国的福音得
以传遍整个地球。这本质上是一个变革型的多元
化战略，因此天国的福音可以传讲给地上的每一
个人。耶稣对门徒的最后一个命令在 马太福音
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
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 传福音给万民的人需要像耶稣基督
一样来代表他。
这就是他邀请我们成为他门徒的原因。作门徒的
人要去寻求活得像基督一样，扩大他的国度，并
要活出有纪律的生活，从而可以在耶稣基督的主
权下，顺服他的命令。

41.

为什么培养基督徒属神的品格很重要？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并不是为了
让我们只当一周、一个月或者一年的基督徒。他
死了是为让我们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我们在神
国度里重生为的是一生成为基督的门徒， 殷勤
地事奉他。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根基才可以持守
一生。使徒保罗、彼得和约翰教导说 教会的领
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品格。保罗
在提摩太前书 3：1~16 说：做执事、长老、牧师
和主教的人，都应该根据他们敬虔的品格来挑选，
羡慕善工。这些品格和属性的列表就在这段经文
中，而且这也和 加拉太书 5：22 中圣灵所结的
九种果子有相同的意思。相反的，保罗也在加拉
太 5：15-21 提醒我们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和败坏，
他总结说以这种败坏的方式生活的人“必不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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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神的国”。保罗警告提摩太在末后的时代作为
基督徒生活会有很多艰难。请读提摩太后书 3：
11~17。在我们的生活中与圣灵同工将会结出圣
灵的果子，并在我们里面培养出敬虔的品性。我
们需要基督那纯全和无条件的爱，成为我们为基
督、为他的身体、为世界事奉的动力。圣灵在我
们里面结出这些果子。耶稣在约翰福音 15 章教导
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天父就是栽培
的人。他检视所有的枝子，凡不结果子的枝子他
就剪除。4~5 节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
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
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
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
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
就不能作什么。”

42.

什么是诚信，我怎样做到诚信？

诚信，体现在一个人拥有忠诚、诚实、可靠性、
真实性和自制力的品格。在圣经中，尤其是早期
耶稣的使徒，保罗、雅各、彼得和约翰教导我们
很多关于什么是完全，我怎么做到完全的信息。
保罗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 13：13）。
信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
我们就不会彼此信任。一个完全的人是会无条件
地爱其他人。
提摩太前书 3：2 说“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标准指出这个丈夫
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以弗所书 4：14-16 保罗说
当我们“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
首基督”时，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成熟的。
喜爱真理是完全的一个表现。
雅各在雅各书 3：2 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
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
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彼得在 彼得后书 1：
3~8 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
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
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
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
与神的性情有分。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
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
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
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
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
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是可以使我们成为完
全的几个步骤。
大卫王在他写的诗篇 15 篇里给出了我们 为什么
做一个完全人很重要的原因，并且他给我们提出
了八个原则可以引导我们成为完全人；“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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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
是行为正直，作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
以舌头谗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伙毁谤邻里。
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
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
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
动摇。”

43.

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位执事？

作执事的必须要像牧师（或长老）一样是稳重、
无可指责的人。提摩太前书 3：1~7 保罗写给提摩
太：此外“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
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
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在提摩
太前书 3：11 说“女执事〔原文作女人〕也是如
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因此，被拣选成为执事的是因为他们的美好的品
格和在教会中的忠心服侍。善作执事的，当他们
在牧养和引导神的羊群上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
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有信心，他们
就配得上做长老或是牧师。请读提摩太前书 3：
13。

44.

什么是长老的资格？

在提摩太前书 3：1~7 我们读到成为长老或是牧师
的资格列表。有句可信的话说：“人立志作长者，
是求尊荣”。所以一位长老的生命必须是“无可
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
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
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
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
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
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
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
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圣经中教导我们当丈
夫和妻子结婚，二人成为一体。读创世记 2：24；
马太福音 19：5；马可福音 10：8；以弗所书 5：
31；和哥林多前书 7:39。圣经中关于合一的教导，
喻示妻子在事奉中分担丈夫的职务，反之亦然。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分享神的合一 的
本性。

F.

45.

神的国度是什么？

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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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宗教领
袖。 他在一个秘密的夜里问过耶稣这个问题。
耶稣给的答案在约翰福音 3:3~21：“耶稣回答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
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
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
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
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
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希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
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
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
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
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
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
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
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
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
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
人在他里面得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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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
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
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
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
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
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
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
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要重生，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罪及以自我为中心的
生活方式悔改，并且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
里/灵里。这样我们在灵里重生，圣灵进入我们
的心里/灵里，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哥
林多后书 5:17~21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
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
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
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
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
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
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无罪
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
里面成为神的义。”
耶稣复活后，门徒们在聚集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
重生。这些记录在约翰福音 20:19~22。耶稣向门
徒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

46.

我们能看见神的国吗？

在路加福音 17:20 耶稣和他的门徒说神的国是不
可见的。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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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
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
耶稣确实在路加福音 21:5~36 描述了当神的国临
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近时会发生的一些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14:17
耶稣确实在路加福音
21:5~36 描述了当神的国临
就为神的国作证。他写道“因为神的国，不在乎
近时会发生的一些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14:17
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就为神的国作证。他写道“因为神的国，不在乎
我们可以总结说：神的国就是基督的灵在信的人
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生命里掌权和统管。他在我们里面的同在 废除
我们可以总结说：神的国就是基督的灵在信的人
了我们灵里以自我为中心的力量，并且邀请圣灵
生命里掌权和统管。他在我们里面的同在
废除
来掌权和统管我们的生命。通过他的子民们降服
了我们灵里以自我为中心的力量，并且邀请圣灵
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主权，而使这个不可见国度
来掌权和统管我们的生命。通过他的子民们降服
的权柄，可以影响扩展在地上。我们可以在基督
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主权，而使这个不可见国度
门徒们的生命和行为里，看到神的国彰显出来。
的权柄，可以影响扩展在地上。我们可以在基督
门徒们的生命和行为里，看到神的国彰显出来。
47.
有什么证据证明 神的国是真实存在

的？
47.
有什么证据证明 神的国是真实存在
的？
神的国真实存在的证据 在基督门徒们生命的转
变中可以找到。
神的国真实存在的证据
在基督门徒们生命的转
当他们祷告，神的能力在奇迹和医治中释放的时
变中可以找到。
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国 与我们同在了。一个有
当他们祷告，神的能力在奇迹和医治中释放的时
公义、有和平、有圣灵中喜乐的生命就是神的国
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国
与我们同在了。一个有
真实的显明（罗马书 14:17）。在祷告中释放罪
公义、有和平、有圣灵中喜乐的生命就是神的国
恶和黑暗的辖制，信徒们奉耶稣基督之名所得的
真实的显明（罗马书
14:17）。在祷告中释放罪
能力胜过魔鬼，疾病被医治，这就是神的国真实
恶和黑暗的辖制，信徒们奉耶稣基督之名所得的
存在的证据。
能力胜过魔鬼，疾病被医治，这就是神的国真实
存在的证据。
48.
传讲福音和宣告神的国有什么区

别?
48.
传讲福音和宣告神的国有什么区
别?
传讲福音是宣告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 通过相
信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为我们的罪
传讲福音是宣告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
通过相
付了赎价。天国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基督的国有
信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为我们的罪
统管其他一切国的权利，并且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付了赎价。天国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基督的国有
它也会用终极的方式来证明这权利。天国指的是
统管其他一切国的权利，并且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基督的统治，和他对一切其他国度的统管。一但
它也会用终极的方式来证明这权利。天国指的是
人接受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他们就活在了神
基督的统治，和他对一切其他国度的统管。一但
的国度的规则和统理之下。马太福音 24:14 命令
人接受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他们就活在了神
我们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
24:14 命令
的国度的规则和统理之下。马太福音
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因为神的公义性，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
我们说
需要这天国的福音完全传遍天下万民，最终的审
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因为神的公义性，
判才会来到。这个伟大的目标需要大量的工人
需要这天国的福音完全传遍天下万民，最终的审
（马太福音 9:35），我们每个人都被邀请成为其
判才会来到。这个伟大的目标需要大量的工人
中的一员。宣讲天国的福音会对抗撒旦的势力，
（马太福音
9:35），我们每个人都被邀请成为其
也会伴有很
多神迹奇事，就像在马太福音
中的一员。宣讲天国的福音会对抗撒旦的势力，
4:23~25 记载的一样。
也会伴有很多神迹奇事，就像在马太福音
4:23~25 记载的一样。

49.
49.
28 | Bryan Johnson

神的国会代替我的国家政府吗？
神的国会代替我的国家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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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不会代替你的国家政府，直到耶稣在他极
大地荣耀里再次回到地上的时候。在启示录
11:15~18 里说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
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
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
‘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阿！我们感谢你，因
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忿怒也临到
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
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
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
到了。’”
在未来，末世事件戏剧性的发展也记录在《启示
录》17:12~14；17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
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
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
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
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
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第 17 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
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
了。”
最后在以弗所书 1:18~23 保罗给我们一瞥基督能
力和权柄的范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
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
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
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
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服在他
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
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G.

50.

是否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

我要顺服我的政府和它的法律吗？

神的百姓要顺服那些在地上掌权的，除非他们被
选或是被强迫去行恶。先知约翰让我们看到在国
家和世界上作恶的和行善的结果， 记录在启示
录 11:15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
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
阿，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
怒，你的忿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
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
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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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这就是给那些不
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这就是给那些不
顺服掌权的和给世界带来大破坏的人们的参考。
顺服掌权的和给世界带来大破坏的人们的参考。
保罗命令提摩太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
保罗命令提摩太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
告，代求，祝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
告，代求，祝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
事的度日（提摩太前书
2:2）。从所罗门王的智
事的度日（提摩太前书 2:2）。从所罗门王的智
慧中我们可以学到，“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
慧中我们可以学到，“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
人掌权，民就叹息”（箴言
29:2）。
人掌权，民就叹息”（箴言
29:2）。
在罗马书
13 章，保罗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执
在罗马书
13 章，保罗教导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执
政掌权者，
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抵挡执政
政掌权者， 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抵挡执政
掌权者是反对上帝的命令。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
掌权者是反对上帝的命令。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
的惧怕。徼纳税款和关税是纳税人当尽的责任。
的惧怕。徼纳税款和关税是纳税人当尽的责任。
使徒行传
5：29 记载了彼得和使徒们，当掌权者
使徒行传 5：29 记载了彼得和使徒们，当掌权者
反对神在耶路撒冷的作为时，顺从神不顺从人。
反对神在耶路撒冷的作为时，顺从神不顺从人。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除非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除非
他们通过的法律违背神的诫命。基督徒可以参与
他们通过的法律违背神的诫命。基督徒可以参与
和平请愿。
和平请愿。

51.
51.

基督徒应当尊重有权柄的吗?
基督徒应当尊重有权柄的吗?

彼得教导说，不尊重有权柄的人是有一颗邪恶的
彼得教导说，不尊重有权柄的人是有一颗邪恶的
心。彼得后书 2:10~11 说：上帝会特别严厉对待
心。彼得后书
2:10~11 说：上帝会特别严厉对待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
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
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
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
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
面前告他们。”如果我们不尊重那些有权柄的
面前告他们。”如果我们不尊重那些有权柄的
人， 当我们成为领导者或有权柄的人时，也得
人， 当我们成为领导者或有权柄的人时，也得
不到尊重。无视权柄会带来无秩序，及社会的混
不到尊重。无视权柄会带来无秩序，及社会的混
乱。在缺乏爱和信任的地方，很难发展基督徒团
乱。在缺乏爱和信任的地方，很难发展基督徒团
体。对团体里每个成员的尊重对于一个充满爱和
体。对团体里每个成员的尊重对于一个充满爱和
关心团体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保罗在写给
关心团体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保罗在写给
提摩太信中提到执事时说；“执事只要作一个妇
提摩太信中提到执事时说；“执事只要作一个妇
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作
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作
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
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
稣
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提摩太前书
稣
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提摩太前书
3:12~13）”
3:12~13）”

52.
52.
叛逆者吗？
叛逆者吗？

耶稣教导激进的想法；我们应该做
耶稣教导激进的想法；我们应该做

耶稣的一些激进的想法和行为 有：爱人如己；
耶稣的一些激进的想法和行为
有：爱人如己；
当有人打你一边的脸，你要转过去那边的脸也让
当有人打你一边的脸，你要转过去那边的脸也让
他打；关心撒玛利亚人（被轻视和边缘的人群）；
他打；关心撒玛利亚人（被轻视和边缘的人群）；
医治大麻风病人（被抛弃的人）；热情款待陌生
医治大麻风病人（被抛弃的人）；热情款待陌生
人并且负担他们的费用；医治入侵军队百夫长的
人并且负担他们的费用；医治入侵军队百夫长的
仆人；陪人多走两里路；借钱不求回报；不论断
仆人；陪人多走两里路；借钱不求回报；不论断
他人； 神的国把尊荣给地上最小的人。耶稣把
他人；
神的国把尊荣给地上最小的人。耶稣把
水变成酒；他查看无花果树，然后诅咒不结果子
水变成酒；他查看无花果树，然后诅咒不结果子
的树；他使风浪平息；他鼓励彼得在水面上行走；
的树；他使风浪平息；他鼓励彼得在水面上行走；
他责骂那些心里刚硬和冰冷的宗教领袖们。他也
他责骂那些心里刚硬和冰冷的宗教领袖们。他也
用一个小男孩的一顿午餐喂饱五千人。
用一个小男孩的一顿午餐喂饱五千人。
30 | Bryan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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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的大多数国家正在被专横的邪恶影响力所
支配，百姓也一己为私。耶稣说他的国度价值观
与世界上这些专横、独断的属世界的国家的价值
观不同。他的国度寻找自由和自主，是反对世界
上世俗国度的。他们通过统治、滥用权力，并寻
求管制来运作。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基督徒，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被呼召出来要废除邪恶国
度的一切专制的势力，通过辨别能力，属灵力量，
抵抗和倡导（而不是军事力量），以释放那些被
掳的，并祷告他天上的国度可以降临到地上。

53.

民主政治是基督徒政权的形式吗？

民主是政府的一个体系，目的是给予每个成年的
人选举权和参与选举进程的权利。本质上，它欢
迎自由，在信任和真理上发展、成长。参加竞选
的候选人 必须如实讲述他们的意愿，就是他们
为什么应该当选。选民必须如实寻求最佳的候选
人，并投票给他们。管理选举程序的人必须诚实
及公正地履行其职责。这个过程的结果应该是一
个为人民寻求真正自由的政府，远离腐败、邪恶、
和无政府状态。公义使邦国高举。没有委身于神
的十条诫命（出埃及记 20 章）的民主将会成为一
个民族的咒诅。如果“十诫”是一个民主国家的
法律基础，人民就会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体制
不能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通过耶稣基督与
神建立个人关系的人。政府也不能是基督徒，除
非政府所有的成员都是基督徒。但是，如果多数
政府选出的代表都是基督徒，那么可以说，这个
政府主张自由，并遵循基督教的原则。

H.

圣经是如何论及多元文化论的？

54.
族身份吗？

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会失去我的民

神在所造物中创造多样性。所有上帝创造的物种
都有无数的变化。这种多样性的目的是 通过展
示神非凡的智慧和无限的多样性，将荣耀归予神。
世界上的所有种族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这些
语言中 他们都有一个独特的名字给这位最高的
造物主。中国人是“上帝（Shangti）”, 阿拉
伯 人 是 “ 阿 拉 (Allah)” ， 毛 利 人 是 “ 艾 奥
（Io）”。这些文化中都有他们关于大洪水的故
事和时期，都和旧约的故事密切相关。从创世到
巴别塔事件之前，神一直在所有的种族中动工。
巴别塔事件记录在 创世记 11 章，在那个时期，
世上的所有种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说自己
独特的语言，也有不一样的人类学差异。在马太
福音 28:18~20，当耶稣在给他的门徒们最后一个
命令时, 他特别提到要将神国度的福音传遍地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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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民族的使命。在马太福音 24:14 耶稣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表达了天父的心意，就
是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接受这好消息。在启示录
21:24~27 给我们看到一个异象，是天国的城里
被来自天下万族的人充满。如果在这画面里 万
族的民都失去了他们的种族特征，先知约翰就不
会区分出这里有所有种族的人群。我们的结论是，
他们依然保留他们的种族的身份特征。
成为基督徒的各民族的人， 都有责任辨别自己
的文化传统，洁净他们的邪恶行为。这是悔改和
信心的工作。而且这必须是圣灵在某个文化背景
中教会的领袖们身上工作，而不是由另一个文化
背景的人来施加。真正的悔改是一个有决心的行
为，宣告他对悔改的需要，是来自一个人内心，
而不是别人。

55.

神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种族？

在巴别塔的时候…创世纪 11:1~9“那时，天下人
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
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
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
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
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
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
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
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
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
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上帝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
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
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
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上帝把各种族的人都分散到各处，这样人就不能
再联合起来反抗神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上帝确
定 当有这么多的种族，至少其中的一些种族会
是谦卑的，并且寻求神，他就将成为他们的神，
他们将成为神自己在地上救赎的见证。上帝创造
了这么多种族，以确保他国度的任务和目的会由
地上的一些种族来实现。在耶稣 弥赛亚重新回
到地上之前，这些种族将把好消息传给其他的人。

56.
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神吗？那他怎么
成为我的神呢？
的确，耶稣降生在巴勒斯坦文化中。他作为犹太
年轻人长大，完全被犹太圣经（旧约前五卷书）
的智慧、诗篇、和所罗门王（箴言）的智慧所教
导。他也精通以色列民族形成的历史。他的门徒
们都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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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成立了一个新的民族，
叫以色列。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家，迦勒底的乌
尔，因为那里的百姓崇拜偶像。亚伯拉罕想建立
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人们只敬拜真正至高无上
的造物主 - 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说弥赛亚
将从他的后裔中出来（读希伯来书 7 章）。神将
他的独身儿子耶稣，道成肉身，进入地上的一个
种族中。他之所以选择了以色列，是因为他对亚
伯拉罕的承诺。。耶稣经常提醒他的门徒们，虽
然他出生于以色列国，但他命令的门徒们要把这
个好消息 - 福音传给世上各民族的人。上帝渴望
赐福给人类的心是没有偏见的。他曾特别帮助了
撒玛利亚人。他想赐福给地上的所有民族。（参
考马太福音 28:18~20； 马太福音 24:14； 启示
录 21:22~27）。圣经里显示，上帝是所有种族的
神，他是至高的造物主。无论这至高的造物主在
你的语言是叫什么名字，这就是神对你们人民的
名字。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神将会把我们所有的
人都聚集在天国。

57.
吗？

我能既保有我的文化，又做基督徒

肯定的，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保罗是罗马人和犹
太人—双重国籍，因为他父母是不同国籍。不论
什么民族的人成为基督徒以后都有责任重新审视
他们的文化传统，并清除其中的邪恶行为。这是
悔改和信心的工作。它必须是由圣灵在这种文化
中的教会领袖身上做工，而不是被不同文化的人
强加改变。真实地悔改是一个意志行为，来自于
个人内心承认对悔改的需要，而不是来自于其他
人。不同的文化都有其好与坏的特质。在基督徒
生命里不断工作的圣灵，会使文化中好的方面变
得更好，也会洁净或救赎这个文化中邪恶和不好
的方面。使徒保罗曾是杀害基督徒的犹太人扫罗，
直到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基督。他生命转
变后 他就开始和基督徒一起聚会，并从他们生
命对基督的经历中不断学习。（读使徒行传 9：
31）
成为基督徒以后，不需要改变的文化习俗，如慷
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读提摩太前书 3：2）。需要
被救赎的习俗如“斩首”。一个以砍头多寡论英
雄的部落，当这个万物有灵论的猎头人成了基督
徒之后，他们决定向邻近的部落宣讲基督的好消
息来替代他们之前的“砍头”，并为基督赢得他
们。这些邻近的部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再也不
会被砍头了。

I.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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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神创造了人，那是谁创造了神呢？
58.
神创造了人，那是谁创造了神呢？
神不是创造出来的；他是永恒的。在启示
录 1:8，神不是创造出来的；他是永恒的。在启示
神这样说自己：“主神说，我是阿拉法，
58.
神创造了人，那是谁创造了神呢？
录
1:8，神不是创造出来的；他是永恒的。在启示
神这样说自己：“主神说，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
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
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录
1:8， 神这样说自己：“主神说，我是阿拉法，
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在以赛亚书神其中一个名字就是永在的父；
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腊字母首末二
在以赛亚书神其中一个名字就是永在的父；
以赛亚书
9：6~7 说“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
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以赛亚书
9：6~7 说“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
永远。”
在以赛亚书神其中一个名字就是永在的父；
永远。”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
以赛亚书
9：6~7 说“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
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
永远。”
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
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
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
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约翰福音 1：1~5）
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
（约翰福音
1：1~5）
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59.
为什么世上的人会相信那么多不同的神？
（约翰福音
1：1~5）

59.
为什么世上的人会相信那么多不同的神？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59.
为什么世上的人会相信那么多不同的神？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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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
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
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
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
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
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
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
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
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
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
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
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
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
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
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罗马书
1：19~25）
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
1：19~25）
（罗马书
在以赛亚书
46 章，记载了人敬拜偶像的行
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46 章，记载了人敬拜偶像的行
在以赛亚书
为，这些偶像从来不会回应人的祷告，因为它们
（罗马书
1：19~25）
为，这些偶像从来不会回应人的祷告，因为它们
不过是人用手捏造出来的。然后在第
9 节，神面
在以赛亚书 46 章，记载了人敬拜偶像的行
不过是人用手捏造出来的。然后在第
9 节，神面
对这些拜偶像者，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因为
为，这些偶像从来不会回应人的祷告，因为它们
对这些拜偶像者，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因为
我 是 神 ， 并 无 别 神 ， 我 是 神 ， 再 没9有
能比我
不过是人用手捏造出来的。然后在第
节，神面
我
是神，并
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
的......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
对这些拜偶像者，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因为
的......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
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
我
是神，并
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
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
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
的......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
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
行救恩。”
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
行救恩。”
敬拜偶像或是其他神是人类愚昧的智慧。
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
敬拜偶像或是其他神是人类愚昧的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现今有这么多的神被人崇拜。
行救恩。”
这就是为什么现今有这么多的神被人崇拜。
敬拜偶像或是其他神是人类愚昧的智慧。
60.
神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很美好。既然
这就是为什么现今有这么多的神被人崇拜。

60.
神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很美好。既然
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为什么不直接毁灭撒旦，
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为什么不直接毁灭撒旦，
使这个世界永远纯洁呢？
60.
神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很美好。既然
使这个世界永远纯洁呢？
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为什么不直接毁灭撒旦，
神正在计划和准备毁灭撒旦。在启示录
20：1-2，
使这个世界永远纯洁呢？
神正在计划和准备毁灭撒旦。在启示录
20：1-2，
我们读到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同时信徒在地上
我们读到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同时信徒在地上
掌权一千年并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一千年完了，
神正在计划和准备毁灭撒旦。在启示录
20：1-2，
掌权一千年并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一千年完了，
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因为撒旦要再次被击败，
我们读到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同时信徒在地上
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因为撒旦要再次被击败，
然后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掌权一千年并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一千年完了，
然后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因为撒旦要再次被击败，
直到永永远远。
然后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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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撒旦现在还没有被毁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撒旦现在还没有被毁
灭？ 答案是：
神还没有完成他在人身上的目的。
灭？ 答案是：
神还没有完成他在人身上的目的。
在启示录
12：10~12
我们读到 神正在预备他的
在启示录
12：10~12 我们读到 神正在预备他的
百姓（就是信徒们），他们会揭露魔鬼的作为，
百姓（就是信徒们），他们会揭露魔鬼的作为，
并且要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
并且要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
道。而且，神也将允许撒旦在地上四散去对付那
道。而且，神也将允许撒旦在地上四散去对付那
些作恶的人，就是对他们作恶的报应。
些作恶的人，就是对他们作恶的报应。
让我们来为神做工，预备迎接神大而可畏的日子
让我们来为神做工，预备迎接神大而可畏的日子
来临：
·来临： 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雅各书
4：7）
4：7）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
·（雅各书
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
·胜；（哥林多前书
15:57）
15:57）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
·胜；（哥林多前书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
·在神面前有能力；（哥林多后书
10：4~5）
10：4~5）
那胜过世界的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
·在神面前有能力；（哥林多后书
那胜过世界的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
5：4）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5：4）

61.
61.

我怎么知道这世上有一位神的存在？
我怎么知道这世上有一位神的存在？

在罗马书 1 和 2 章 告诉我们：有两件事向
在罗马书 1 和 2 章 告诉我们：有两件事向
人类确凿的证明神是真实并永活的神，让人无可
人类确凿的证明神是真实并永活的神，让人无可
推诿。
推诿。
创造物，就是在世上的能被清楚看到的可
创造物，就是在世上的能被清楚看到的可
见之物，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是创造者
见之物，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是创造者
（罗马书 1：20）。
（罗马书
1：20）。
良知，就是，每个人本能的有一个判断对
良知，就是，每个人本能的有一个判断对
错的律法刻在他们心里，即使他们可能还没有读
错的律法刻在他们心里，即使他们可能还没有读
过神的话语（罗马书
2：14~15）。
过神的话语（罗马书
2：14~15）。
但那些听过福音的人，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
但那些听过福音的人，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
爱世人的好消息，认识神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品
爱世人的好消息，认识神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品
尝和领会”。“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
尝和领会”。“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
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 34：8）。
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
34：8）。
简单的迈出信心的一步，相信神是真实的，
简单的迈出信心的一步，相信神是真实的，
并通过祷告求神向你显明他自己。请他照明你们
并通过祷告求神向你显明他自己。请他照明你们
心中的眼睛，使你领悟关于真理的信息（以弗所
心中的眼睛，使你领悟关于真理的信息（以弗所
书
1：18）。
书 1：18）。
然后读约翰福音，神将会从他的话语中向你显露
然后读约翰福音，神将会从他的话语中向你显露
他的爱。神奇迹般地恩典会帮助你认识他。
他的爱。神奇迹般地恩典会帮助你认识他。

62.
既然神是爱并有大能，为什么他还要让他
62.
既然神是爱并有大能，为什么他还要让他
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
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
所有的罪都伴有着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
所有的罪都伴有着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
是死”（罗马书
6：23），并且所有的人类都犯
是死”（罗马书 6：23），并且所有的人类都犯
了罪并在死亡的刑罚之下。
了罪并在死亡的刑罚之下。
因此，如果人类要从刑罚中得释放，就要付
因此，如果人类要从刑罚中得释放，就要付
上罪的赎价。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神预备来
上罪的赎价。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神预备来
为人类付上罪的赎价。他本是无罪的，并不应该
为人类付上罪的赎价。他本是无罪的，并不应该
死。 他是替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
死。
他是替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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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
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
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
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
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 上。”（以赛亚书 53：
4~6）。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
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 2：8~9）。
神的爱不是软弱无力的，事实上爱是神本
性中最强大的一面。撒旦的弱点就是他的骄傲和
自私。神的能力是他的谦卑和永恒不变的爱。

63.

谁是圣灵？

圣灵是神。他也是神性的三个位格中的一
位。“在天上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父，道，
与圣灵，这三乃是一的。” （约翰一书 5：7 英
文钦定本）
神性的三个位格是可区别、独立位格，但
不可分离的。神是永恒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他们统一为一体，目的和宗旨是一
样的，但每个又都有不同的职能。这已在耶稣基
督受洗时清楚的证实了，记录在马太福音 3：
16~17。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
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
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与神性的三个位格建立
关系和交通。这一点在马太福音 28：19 和 20 节
的大使命中清楚地表明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
圣灵的名）。”
圣灵有许多职能去完成。耶稣教导说圣灵
将永远荣耀基督。“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
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
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
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 16：
13~14）。
圣灵其他的职能是：
定罪；约翰福音 16：8
·
给要死的人带来生命；彼得前书 3：18
·
给予执事的工作；哥林多后书 3：6
·
教导和启示神的话语；彼得后书 1：21；
·
约翰福音 16：13
给予生命活水；启示录 22：17
·
保惠师；约翰福音 14：15~21
·
住在信徒的里面；约翰福音 14：17
·
赋予服事的能力; 使徒行传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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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过邪恶的灵；马太福音 12：28；约翰
·
福音 14：30
帮助我们祷告；罗马书 8：26
·
掌管信徒的行为；使徒行传 10：19~20
·
管理和选择基督徒的领袖；使徒行传 13：
·
2
选择宣教和服事的领域；使徒行传 16：6
·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 8：16
·
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 5：18
·

64.

谁或者什么是三位一体？

圣经中并没有明确地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
但在其教导中却有清楚的暗示。从《创世记》到
《启示录》，神被启示为圣父、圣子、圣灵。
约翰一书 5：7 清楚的说明了这启示就是神的属
性。
“在天上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父，道，与
圣灵，这三乃是一的。” （英文钦定本）
神的三个位格在圣经中称为神性，在使徒行
传 17：29；罗马书 1：20；歌罗西书 2：9 用的
就是神性。
从早期教会起，三位一体就一直用来表示神性的
独特本质。“三位”指神的三个位格，“一体”
指神的完全性。所以“三位一体”是三个位格的
独一实存。三位一体也是神本身的属性，他是一，
他是三；可区分但不可分割；一位神，三种表现。
天父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是神。
早期教会的教父们面对 “Unitarianism 一神论”
和“Tri-theism 三神论”的异端, 在公元 356 年
编写了《亚他那修信经》。其中写到：
大公教会信仰即：我等敬拜一体三位，而
·
三位一体之神。其位不紊，其体不分。
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亦一位。
·
然而父、子、圣灵同一神性，同一荣耀，
·
亦同一永恒之尊严。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亦如
何。
父不受造，子不受造，圣灵亦不受造。父
·
无限，子无限，圣灵亦无限。
父永恒，子永恒，圣灵亦永恒。亦非三不
·
受造者，非三无限者，乃一不受造者，一无限者。
如是，父全能，子全能，圣灵亦全能。然
·
而非三全能者，乃一全能者。
如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亦是神。然
·
而，非三神，乃一神。
如是，父是主，子是主，圣灵亦是主。然
·
而，非三主，乃一主。
依基督真道，我等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
·
均为主。依大公教会，我等亦不得谓神有三，主
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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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非由谁作成：既非受造，亦非受生。子
·
父非由谁作成：既非受造，亦非受生。子
·独由于父：非作成，亦非受造；而为受生。
圣灵由于父与子：既非作成，亦非受造，
·独由于父：非作成，亦非受造；而为受生。
圣灵由于父与子：既非作成，亦非受造，
·亦非受生；而为发出。
如是，有一父，非三父；有一子，非三子；
·亦非受生；而为发出。
如是，有一父，非三父；有一子，非三子；
·有一圣灵，非三圣灵。
且此三位无分先后，无别尊卑。三位乃均
·有一圣灵，非三圣灵。
由是如前所言，我等当敬拜一
且此三位无分先后，无别尊卑。三位乃均
·永恒，而同等。
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
永恒，而同等。
由是如前所言，我等当敬拜一
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

65.
65.

圣经为什么称呼神为天父？
圣经为什么称呼神为天父？

圣经显示了神是一位想要与他的创造物有关系的
神。他关心他的被造物，甚至在人类还没有被创
圣经显示了神是一位想要与他的创造物有关系的
造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一切的供应。神体现了
神。他关心他的被造物，甚至在人类还没有被创
一位对他所有孩子都充满爱和关心的父亲的所有
造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一切的供应。神体现了
特性。他父亲的心表达了他对他所有孩子必不可
一位对他所有孩子都充满爱和关心的父亲的所有
少的牧养关怀和供应。
特性。他父亲的心表达了他对他所有孩子必不可
少的牧养关怀和供应。
罗马书 8：15~17 我们读到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
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
罗马书
8：15~17 我们读到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
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
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
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
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
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
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
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
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66.
66.

我可以期待神来满足我的需要吗?
我可以期待神来满足我的需要吗?

神是你天上的父亲，你可以期待他来供应你生活
中需要的一切，无论灵性上、身体上、精神上和
神是你天上的父亲，你可以期待他来供应你生活
情感上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
中需要的一切，无论灵性上、身体上、精神上和
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
情感上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
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
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
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
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
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
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
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
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
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
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
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
7：7~12）。
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
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 7：7~12）。

67.
67.

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一样?
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一样?

不是的，大多数宗教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且这些
区别是不可以调和的。谁主张说宗教是可以联合
不是的，大多数宗教有根本上的区别，而且这些
的，那是骗人的，是对宗教教义一知半解的人，
区别是不可以调和的。谁主张说宗教是可以联合
不要听他们的。例如 有一个主要的宗教否认神
的，那是骗人的，是对宗教教义一知半解的人，
性，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并否认耶稣基督的复
不要听他们的。例如
有一个主要的宗教否认神
活。 使徒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
性，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并否认耶稣基督的复
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就会
活。
使徒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
是一个最可悲的人。参考哥林多前书 15：14
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就会
是一个最可悲的人。参考哥林多前书 15：14
38 | Bryan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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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在出埃及记 20 章和申命记 6：4 里主张要敬
拜独一最高创造主，并且他是忌邪的神，嫉妒并
且禁止我们敬拜其他的偶像。另一个全球主要的
宗教提倡有很多的神，信徒在合适的场合要选择
合适的神。圣经教导我们：在人与神之间只有一
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种明显对立的教义
无法调和，也不能主张宗教统一。
即使宗教是人类对救赎的追求，但通过神进入天
堂这一基本观念也不是在所有宗教中得到一致的
提倡。另一个全球主要宗教就没有救主和永恒的
天堂。圣经教导说，圣经的启示并不是由人创造
出来的，乃是至高的创造主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把救赎的恩典，白白赐给那些愿意谦卑自己，并
接受神的赏赐和神的启示的人。很多的宗教信仰
要求人付出代价来得到救赎或者说是物种提升，
这通常被称为转世轮回。圣经说救赎是因为神牺
牲他的独生子而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
靠努力赚得的。

68.

你相信的是哪一个宗教信仰重要吗？

认识真理是至关重要的，这真理能将你从谎言和
虚假的启示里释放出来，使你得自由。基督教是
唯一启示神救赎计划的。除非你接受耶稣基督为
你罪的拯救，否则你是不能得救而进入天堂的。
否则就是地狱，一个永远受痛苦折磨的地方。两
个目的地之间的选择有着巨大的不同，以至于只
有愚顽人不会接受耶稣基督，并通过他得到免费
的救赎和天堂的恩典。诗篇作者大卫在诗篇 14：
1 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在马太福音 7：14~20 耶稣述说人生的两条路径。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
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
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
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
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
出他们来。”同样的果子的试验可以应用在宗教
信仰和宗教的信徒上。 应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
认识他们。

69.
样做吗？

我一直每天祷告五次，我要继续这

每天祷告五次是值得称赞的。然而，我们祷告的
目的并不是向神祷告的数量，而是我们和神交谈
时与神关系的质量。以弗所书 6：18 告诉我们要
“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帖撒罗尼
迦前书 5：17 要求我们 “不住地祷告”。在提
摩太前书 2：8 保罗教育年轻的提摩太说 “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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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争论或作疑惑），举起
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祷告是我们不断地和
神交谈以发展与神关系的方式，所以我们每天神
交谈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之美，源
于对神所有祝福的感恩之心。

70.
过去我的祷告是我记忆里背诵的，
我应该去记住基督徒的祷告吗？
记忆经文是一项极好的训练。它遵守了神要我们
把他的话语存记在心的命令。有许多经文我们应
该记住，以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并保护我们免
受仇敌的攻击。约翰一书 1：9 帮助我们每天洁净
我们罪恶的思想和行为。罗马书 8 章是圣经中记
忆背诵非常重要的篇章，因为里面有关于如何依
照圣灵行事的重要教导。
与神的交流表达了祷告的亲密感，交谈是互动的。
我们向神说话，也要全神贯注地听，因为他会在
思想或灵里回应我们。死记硬背的祈祷通常不会
与神互动。但在祷告中使用背诵的经文非常宝贵，
经文中包含很多应许，我们可以把这些应许带到
神的施恩宝座前，并宣称那是我们在神里面的基
业。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诗篇 2：8。“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新美国标准版）另一个例子是以赛亚书 40：
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
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
乏”（新美国标准版）。当在公开的特殊场合祷
告时，把祷告词写下来并且默想它的内容会是很
有帮助的。记背下这个祷告，会使你在这个特殊
场合的祷告很有意义。

71.
在天堂里有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穆
斯林教徒吗？
如今，在世界上有很多秘密的信徒。在一些基督
徒占极少数的国家里，因为激烈的迫害使得信徒
一边敬拜耶稣，一边表面上仍然保持他们那些宗
教的习俗。《可兰经》和《薄伽梵歌》里提到耶
稣基督，很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因着这些资
料里提到的这一点点有限的关于耶稣的启示，
就向基督献上他们自己的生命。只要这些人真心
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就会在天堂了。
这不是我自己的观点，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
在约翰福音 3：3 耶稣回答一个法利赛人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
神的国”。也请查看在 以赛亚书 2：2~4 的异象，
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在这一切宗教信徒中所会做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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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伟人和其他宗教

72.
很多伟人讲过可敬的的语句。我们应该学
习这些话语像学习圣经一样吗？
阅读和研究属灵伟人的名言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
像 查尔斯.芬尼、马丁.路德、倪柝声、威廉.克
理、亨利.马丁、大卫.李文斯顿， 这些属灵的
伟人都从神领受了信息，对人更了解神的做事方
式有着显著的贡献。然而，没有人是完美的，他
们所说的话必须和神的话一致，才会对我们有益
处。
保罗就这方面的指导原则： 写信给腓立比教会
（腓立比书 4：8~9）“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
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
爱的、有美名的，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
要去行；赐平安的 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圣经确实是由很多不同的人写出来的，但没有任
何圣经的预言是私自的解释，都是神圣洁的使者
藉着圣灵的感动所说的（彼得后书 1：20~21）。
确保你了解经文，不要忽视了要认真研读。

73.
如果食物被拿去祭拜偶像 然后拿来给我
们吃， 我们可以吃这个食物吗？
不可以。“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
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
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
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么？我们比他还有能
力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
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
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
管吃，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甚么话；因为地和其中
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
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
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甚么话。若有人对你们
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
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
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甚么被别人的良
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甚么因我谢恩的物
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甚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
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
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
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哥林多前书 10：
20~31）。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
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罗马书 14：23）。在使徒行传 15：13~20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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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读到 雅各指示新的外邦人信徒切莫吃祭偶像
之物。

74.

我们应该持香烛向祖先祈祷吗？

在使徒行传 14：8~18， 保罗和巴拿巴斥责那些
想要在瘸子治好之后敬拜他们的人。
神命令我们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
20：3）。我们是敬拜创造者而不是被 造之物
（罗马书 1：23）。在耶利米书 19：13 神承诺
会有可怕的审判降下给那些在他们的屋顶烧香给
众神的人。
彼得前书 1：17~19 神的话是对那些试图效法他
们不义祖先行为的人所说的：“你们既称那不偏
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
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
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在申命记 18：11~12，行巫术的，交鬼的是被禁
止的，行这些事的人将从神的面前被赶出去。
然而，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和先辈
们，不是崇拜他们，而是尊荣他们的生命和他们
是我们先辈这个事实。我们承受他们的名字和相
似之处。
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
的诫命），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以弗所书 6：
2）。

K.

死，天堂和永生

75.

一个基督徒死后会立刻上天堂吗？

耶稣承诺那个被钉在他旁边十字架上的悔改并信
主的盗贼说：今日他要同耶稣在乐园里了（路加
福音 23：43）。
保罗两次论到对他来说，死是更大的得着这一事
实，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离开身体与耶稣同住（哥
林多后书 5：8；腓立比书 1：23~25）。
保罗说到他被提到天上的时候，无论是灵里还是
身体，他都不知道。但说他在天上所见的事，令
人惊叹，无法用语言形容或描述（哥林多后书
12：2~4）。
在耶稣被出卖的当晚 他安慰他的门徒说：“你
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
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
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
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
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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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基督作为救主就死了，
在审判的时候他会有另外的机会吗？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信
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信他的
人，不被定罪，并且他在审判中将因为基督而被
赦免（约翰福音 3：18；罗马书 3：23；希伯来
书 9：27）。
因为我们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我
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我们
身上。（何西阿书 10：12）
现在正是接受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现在正是拯
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 6：2）。

L.

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77.

人们在大灾难时期会得到拯救吗?

启示录 7：13~17 记载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
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
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
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事奉
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
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
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是关于那些在大患难中得救的人的记载。

78. 在启示录的记载里约翰是如何预知未来的？
当主日约翰在灵里敬拜神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
看到关于末世的异象。这异象 伴随着如吹号的
大声音，向他解释这些所见之事的重要意义。
他被指示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都写下来。
异象就是一个能用眼睛看到的以图像形式展示的
事情，但在现实中不会出现在人的面前，只以图
像的形式出现。这记录在启示录 1：9~12。其他
使徒也有看见异象（彼得，雅各和约翰在马太福
音 17：9; 保罗在使徒行传 16：9）。

79.

基督会再来吗？

在最后的晚餐，耶稣指示他的门徒， 他要去在
天堂为他们预备地方，然后他会再回来接他们到
他那里去（约翰福音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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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时候和日期是没有人知道的。主的日子会
毫无预期的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帖撒罗尼
迦前书 5：1~2）。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
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
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
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
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
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
切虚假的奇事。”帖撒罗尼迦后书 2:3-4；7-8
（新美国标准版）
主在启示录 16：15 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
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
耻的，有福了！”
同时参考：使徒行传 1：11；路加福音 1：27；
马太福音 24：27； 26：64。

M.

圣经—上帝的话

80.

我怎么证明圣经是真实的？

这里有三个主要的方法可以测试圣经的真实性。
1. 历史性的准确。历史记录已经证实了圣经在
历史上是准确的。比如 在 1947 年，一名穆斯林
贝都因人穆罕默德.迪布，在瓦迪 库姆兰牧羊时，
在一个岩石表面的裂缝中发现了“死海古卷”。
在羊皮卷之中的以赛亚书文本进行的原子级测试
并可追溯到公元前 100 年。 希伯来文的文本含有
66 章，内容与今天的文本相同。
2. 应验的预言。在旧约中，有 333 个关于基督
出生、生活、死亡和复活的预言，这一切都充分
地在基督的生命里应验了。例如，前面提到的
《以赛亚书》，现在已经被证实存在于基督之前，
并有很多关于基督生命的预言。参考以赛亚书
49、50、52、55、61 章等。
3. 它是力量。圣经记载了上帝对人类所说的话。
作为人类，如果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话并将
其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它就会产生一个强大的效
果，这也证明了圣经的真实。救恩是通过领受神
的话语（约翰福音 3：16）；得胜是在神的话语
中（雅各书 4：7）； 罪得赦免（约翰一书 1：
9）。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彼得前书 1：25）

81.

圣经不是人所写的吗？

是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 神所
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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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
感动说出 神的话来。”（彼得后书 1：21）
在启示录 1：10 约翰写下了当主日他在灵里敬拜
神的时候，被圣灵感动，看见末世异象的见证。
圣经是由 40 位不同的作者写下的 66 卷书的汇编。
这 66 卷书代表了许多文学形式，例如历史书、颂
词、预言、诗歌、福音书和书信或写给各教会的
书信。当完成圣经汇编时，其成果被称为《圣经
正典》。早期教会的教父们非常专注地研究每一
卷书的内容，并一致认为圣经的这 66 卷书都有神
圣的真实性，应被列入正典。他们坚定地宣称他
们是完全依靠神的启示来完成这个汇编的。

82.

圣经中的历史性陈述部分是准确的吗？

是的，圣经在历史上是准确的，并且圣经的大部
分已经通过考古的新发现，被证实具有历史的准
确性。
以下是近期被考古所证实的事件和地点的列表：
1.
大洪水 - 一个大约公元前 4000 年的灾难
性洪水的遗迹在沙漠下面被发现。
2.
诺亚方舟- 1955 年法国的费尔南.纳瓦发
现了方舟顶梁的木材，它嵌在阿拉拉特山顶的冰
里。这木材至少已有 4000 年的历史了。
3.
马里王国 - 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个王国，
1933 年在幼发拉底河畔被挖掘出来。
4.
罗得的妻子和所多玛的审判 – 在乌斯敦
山的盐柱子，死海和大裂缝，并沉入死海水中的
森林。
5.
波提乏统治时期，当约瑟在埃及时的七个
荒年的详细情况。
6.
在一个埃及王子的墓里发现的关于奴隶劳
工，灾祸和在蒲草箱里发现的拯救者 MS（摩西）
的故事。
7.
所罗门的铜矿被重新发现。还有他的马厩
在米吉多被掘出。
8.
死海古卷 - 1947 年在库姆兰被发现。
还有更多的发现，但这些都是一些证实了经文的
历史事实。

83.

我怎么可以明白圣经呢？

圣经都是在圣灵的启示和引导下写成的（启示录
1：10）。神赐给我们，为叫我们明白属灵的真
理，并让我们知道信神儿子之名的人有永生。
（约翰一书 5：13）。因为圣经是在圣灵的启示
下写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才可以完全明白它
的意义。神的真理已经显示给那些用心灵和诚实
拜他的人（约翰福音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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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
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约翰一书 2：27）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
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
书 1：5）
也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你更理解圣经。例如有
“词语索引”和“圣经图示字典”，另外也有一
些解释圣经的书。像戈登·菲和道格拉斯·斯图
尔特所写的标题为“圣经导读：《读经的艺术》
和《按卷读经》”的书，会对圣经读者有很大的
帮助。在基督徒二手书店或者亚马逊网上书店可
以很便宜地买到这些书。

84.
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中的意思在翻译的过程
中有没有被改变过呢？
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负责翻译圣经的人都充分地
认识他们神圣的职责，并且他们都是热切地寻求
神来给予智慧与理解、并顺服圣灵的指示及引导
的男人和女人。
这些翻译的版本被不计其数的学者、教授和学生
研究，除了几个细微之处外，它们一直是维持不
变的。
你也可以获取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原本，用综合
的语词索引和隔行插入译文的文本来帮助自己研
究和翻译圣经。这并不是说 你就会发现差错，
而是鼓励你通过深入地研究原版语言的文字而可
以更充分地探索到经文意义。这是一个具有挑战
并令人兴奋的练习。
1947 年在库姆兰发现的死海古卷也证实了旧约圣
经书（像以赛亚书）经过 2000 多年的复制和翻译，
它们的意思没有改变。
一项关于犹太人如何精心地复制和保存旧约圣经
经文的研究，也会给任何一位读者信心，以证明
圣经的历史准确性。
最后在以赛亚书 40：8 我们读到：“草必枯干、
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N.

未来

85.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预知将要发生的事？

当今世界上有两种预知未来的表现形式。一个是
来自神的圣灵---预言;另一个是来源于撒旦的启
发 --- 虚假的预言或算命。
1. 预言： 那些有预言职分的是基督放置在他身
上的（以弗所书 4：11），为向世人传达神在地
上的旨意。他们的预言始终和经文是一致的，并
在那些爱神和敬拜神的人心里得到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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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假的预言或算命： 撒旦正在努力地用迹象
和虚谎的奇迹欺骗人，并迷惑他的追随者对未来
做出预测。其中有些应验了，有些则没有，并且
都是谎言（帖撒罗迦后书 2 章）。这些预测通常
与圣经的教导相抵触，并把听众带入恐惧和束缚
中。圣经里严格地禁止基督徒与这种行为有任何
关联（申命记 18 ：9~12）。
圣灵给信徒能够识别真实与假预言的辨别力。寻
求圣灵，他会给你这个恩赐。

O.

关于婚姻 圣经是如何教导的？

86.
为什么基督徒要坚持在结婚以后才
能有性行为？
教会被称为基督的新妇。“拿着七个金碗、盛满
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
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
看。’”（启示录 21：9）“圣灵和新妇都说：
‘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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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洁和婚姻的预表对于神与被救赎的人之间神圣
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当耶稣再回到地上的时候，
他是为他的新妇而来。他的新妇是已被救赎的信
徒团体，他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人，因基督
在各各他的牺牲得到完全的祝福。上帝用这种形
象强调我们与他的关系中的忠诚。我们要单单敬
拜他，我们除他以外不可敬拜其他的神。同样，
婚姻中亲密的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样版。现
在花些时间阅读哥林多前书第 7 章，从保罗的教
导中可以获得关于婚姻关系中纯洁和排他性的全
面介绍。
在《启示录》里，所有试图毁灭地球和地球上人
类的邪恶都被描述为妓女，与地球上的恶人行淫。
这些邪恶的、不道德的人和属魔鬼的生物终将面
临他们最后的毁灭。请阅读启示录 12 和 17 章。
神不会允许它们一直继续这败坏的路，因为神圣
洁和公义的国度将在地上掌权。
基督徒在结婚前坚持性纯洁，是基督的新妇在她
的纯洁中等待她的丈夫基督荣耀归来的图画。在
婚姻里保持性关系上只忠诚于一个伴侣，象征着
我们只渴望敬拜独一真神，只敬拜祂。除祂之外，
我们不会接待任何神灵。对基督的忠诚是我们所
能做的最基本的事，以尊重祂为罪人所做出的最
大牺牲及所承受的痛苦。
基督徒的婚姻关系必须建立在忠诚、亲密的爱和
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持久。神应该是婚姻中的第
三个人，在忠诚和牺牲的爱里 丈夫和妻子都要
献给基督和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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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我们不应该在结婚之前先试爱以确
定我们是否合得来的吗？
这种逻辑类似于父母对一个孩子说，你必须要碰
炉子上很热的东西才会知道热能多么严重的灼伤
你。要在婚姻伴侣的双方建立爱和信任，婚姻里
保持性亲密的盟约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避免婚前
性行为，每个伴侣表明他们在自制上对基督的依
靠和提高彼此在未来婚姻盟约中的信任，它建立
了健康的彼此尊重。在婚前发生性关系被称为淫
乱，圣经严格禁止这种行为。参考马太福音 5:32
和 15：18-19。流行文化试图告诉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这样做，所以它是正常的。但事实上有很多
的人仍然在坚持婚前婚后保真行动，并且他们因
为这信任的经历，使他们拥有坚固的、忠实的、
有爱的和终身的亲密关系。

88.

什么是非自然的性行为?

非自然的性行为是指在性交时使用身体的器官去
做不是它们被造时的用处的事。兽交或与动物发
生性行为是这种类型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罗马
书 1：18~32 列出了许多人类已经参与的属罪恶
的非自然性行为。使徒保罗写到我们身体的所有
部位都是尊贵的，应该被尊重对待。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
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
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
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
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
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
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
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
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
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快乐。（哥林多前书 12：18~26）” 我们
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应该被荣耀和尊重的使用，这
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同为兄弟姊妹关系的形
象。

89.

为什么都要结婚呢

婚姻是应该被尊重的（希伯来书 13：4），并且
一个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并建立自己的家
庭，按时候生孩子，享受他完成婴孩到童年再到
祖父母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喜悦。婚姻是人类社会
中坚定感情的重要基础，并为孩子的培养和关怀
提供安全保障。婚姻荣耀神。我们是基督的新妇
（启示录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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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们的？

关于结婚和离婚 耶稣是怎么教导我

耶稣在马太福音 5：32 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
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在马太福音 19：3~11 再次说到：“有法利赛人
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甚么缘故都可以休妻
么？’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
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
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
么？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
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
说：‘这样，摩西为甚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
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
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
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
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
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理解耶稣
的教导和事奉，必须始终基于他对人类心灵状况
的关心。只有那些心存谦卑的人才能进入神的
国。这也显示 在婚姻中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也
是我们心灵状况的晴雨表。谦卑的心总是寻求去
解决矛盾，饶恕他人，并避免离婚。
在约翰福音 4：1~30 我们读到耶稣赦免那个已有
五个丈夫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她那时正和另
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同居。她遇见了耶稣的慈爱
和赦罪恩典，改变了她的生命。福音是给每一个
愿意悔改的人的好消息。

91.

堕胎可以吗？

杀人可以吗？ 出埃及记 20：13 说 “不可杀
人”。如果你还是胎儿的时候就被堕胎了，此刻
你就不会阅读这本书了。人的生命起源于受孕。
施洗约翰出生之前，当马利亚怀着耶稣探访他们
时，他就在他母亲的腹里欢喜跳动来回应耶稣
（路加福音 1：39~45）。毁掉这个生命就是谋杀。
每一个被孕育的生命都是一个有潜力去完成上帝
对人类救赎计划的人。上帝是唯一有权力给予和
拿取生命的。有时，医学行业会面临非常困难的
窘境，就是以一个生命的牺牲来挽救另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作为被培养来救人生
命的医疗人员，他们非常严肃地承担着这种责任。
没有一个执业医生会想要夺取一条生命。结束一
个生命是违背医疗行业职业道德的，除了是为了
挽救另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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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其他那些我们还不明白的事情怎么办？

92.

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怎么办？

在地球上有些事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的。然而，
神愿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会随着我们在上帝的恩
典和知识中成长，是一个持续并兴奋的学习过程
（彼得後书 1：1~10）。上帝会就你现已掌握的
知识不断地考验你，让你可以把拥有的知识和经
历结合起来，这样你就可以分辨是非了。记住，
圣经是你所有事情的指南，神的话语将使你成为
坚强和成熟的基督徒（以赛亚书 2：3）。
记得通过祷告把你不明白的事情带到上帝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和启示。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
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各人。”（彼得前书 3：15）
Q.

基督徒美好的目标！

93.

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

基督徒的目标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
望。因为神要赐给我们个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
我们能认识祂，得以明白，并知道我们的呼召有
什么指望。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使我们与基督
同作后嗣的原因。
是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效法基督的样式，荣上
加荣地不断被神的灵改变。
因此让我们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以弗所书 1 ：18；
4：4；哥林多后书 3：18；腓立比书 3：14；歌罗
西书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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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问答
A.

起初

1.
地球是怎么形成的?
2.
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类?
3.
神知道一切的事，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
亚当和夏娃造成不会犯罪的人?
4.
因为第一个人悖逆了神就惩罚所有的人
类这公平吗?
B.

关于救恩和成为基督徒

5.
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6.
我们可以接受基督但是不让我们的父母知
道吗？
7.
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我们
呢？
8.
如果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这个人还可以
改去信其他宗教吗？
9.
如果我们向耶稣基督承认我们的罪，他会
原谅我们吗，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的罪被赦
免了呢？
10.
我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怎么办？他们
会怎么想，怎么说？
C.

基督徒的生活

11.
帮助新基督徒在基督里成长的步骤是哪
些?
12.
一个基督徒要受水的洗礼吗？
13.
在受洗礼的时候人必须要完全浸入到水里
是真的吗？
14.
主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 水的洗礼的时候
也受了圣灵的洗礼。基督徒也可以有这样的事发
生吗？
15.
什么是圣灵的洗礼呢？
16.
祷告是必要的吗？
17.
我们怎么知道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呢？神
会回应我们所有的祷告吗？
18.
“在圣灵里的祷告”是什么意思？
19.
读圣经的重要性是什么？
20.
什么人构成了真的教会？
21.
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不同的教派？
22.
定期参加教会重要吗？
23.
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吗？
24.
基督徒应该把十一奉献给哪个教会？
25.
保持安息日圣洁是什么意思？
26.
基督徒可以醉酒和吸食毒品吗？
27.
基督徒可以抽烟吗？
28.
基督徒可以去世俗的娱乐的场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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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29.
如果一个新基督徒做错了事怎么办?
如果一个新基督徒做错了事怎么办?
你要怎样帮助一个在软弱的基督徒？
30.
你要怎样帮助一个在软弱的基督徒？
31.
如果基督徒变得沮丧或是忧闷怎么办？
如果基督徒变得沮丧或是忧闷怎么办？
32.
什么是成圣？
什么是成圣？

D.

D.建立刚强的信心
建立刚强的信心

33.
34.
35.
36.
37.
38.
39.
E.
40.
41.
42.
43.
44.
F.
45.
46.
47.
48.
49.
G.

什么是拯救的信心？
33. 什么是拯救的信心？
如何增长我的信心？
34. 如何增长我的信心？
如何使我的信心变刚强？
35. 如何使我的信心变刚强？
什么是死的信心？
36. 什么是死的信心？
信心和奇迹之间有什么关系？
37. 信心和奇迹之间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信心会使神喜悦？
38. 为什么信心会使神喜悦？
基督徒为什么禁食？
39. 基督徒为什么禁食？
E.

增长基督的品格
增长基督的品格

追随者和门徒有什么区别？
40. 追随者和门徒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培养基督徒属神的品格很重要？
41. 为什么培养基督徒属神的品格很重要？
什么是完全，我怎么做到完全？
42. 什么是完全，我怎么做到完全？
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位执事？
43. 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位执事？
什么是长老的资格？
44. 什么是长老的资格？
F.

神的国度是什么？
神的国度是什么？

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国?
45. 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国?
我们能看见神的国吗？
46. 我们能看见神的国吗？
有什么证据证明
47. 有什么证据证明
神的国是真实存在的？
神的国是真实存在的？
传讲福音和宣告神的国有什么区别?
48. 传讲福音和宣告神的国有什么区别?
神的国会代替我的国家政府吗？
49. 神的国会代替我的国家政府吗？
G. 是否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
是否应该顺服执政掌权者？

50. 我要顺服我的政府和它的法律吗？
50. 我要顺服我的政府和它的法律吗？
51. 基督徒应当尊重有权柄的吗?
51. 基督徒应当尊重有权柄的吗?
52. 耶稣教导激进的想法；我们应该做叛逆者
52. 耶稣教导激进的想法；我们应该做叛逆者
吗？ 吗？
53. 民主政治是基督徒政权的形式吗？
53. 民主政治是基督徒政权的形式吗？
H.

H.

圣经是如何论及多元文化论的？
圣经是如何论及多元文化论的？

54. 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会失去我的民族身份
54. 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会失去我的民族身份
吗？ 吗？
55. 神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种族？
55. 神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种族？
56. 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神吗？那他怎么成为我的
56. 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神吗？那他怎么成为我的
神呢？
神呢？
57. 我能既保有我的文化，又做基督徒吗?
57. 我能既保有我的文化，又做基督徒吗?
I.

I.

神

神

58. 神创造了人，那是谁创造了神呢？
58. 神创造了人，那是谁创造了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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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为什么世上的人会相信那么多不同的神？
60. 神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很美好。既然神
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为什么不直接毁灭撒旦，使
这个世界永远纯洁呢？
61. 我怎么知道这世上有一位神的存在？
62. 既然神是爱并有大能，为什么他还要让他的
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
63. 谁是圣灵？
64. 谁或者什么是三位一体？
65. 圣经为什么称呼神为天父?
66. 我可以期待神来满足我的需要吗？
67. 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一样?
68. 你相信的是哪一个宗教信仰重要吗？
69. 我一直每天祷告五次，我要继续这样做吗？
70. 过去我的祷告是我记忆里背诵的，我应该去
记住基督徒的祷告吗？?
71. 在天堂里有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教徒
吗？
J.

伟人和其他宗教

72. 很多伟人讲过可敬的的语句。我们应该学习
这些话语像学习圣经一样吗？
73. 如果食物被拿去祭拜偶像 然后拿来给我们吃，
我们可以吃这个食物吗？
74. 我们应该持香烛向祖先祷告吗？
K.

死，天堂和永生

75. 一个基督徒死后会立刻上天堂吗？
76. 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基督作为救主就死了，
在审判的时候他会有另外的机会吗？
L.

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77. 人们在大灾难时期会得到拯救吗?
78. 在启示录的记载里约翰是如何预知未来的？
79. 基督会再来吗？
M.

圣经—上帝的话

80. 我怎么证明圣经是真实的？
81. 圣经不是人所写的吗？
82. 圣经中的历史性陈述部分是准确的吗？
83. 我怎么可以明白圣经呢？
84. 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中的意思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没有被改变过呢？?

N.

未来

85.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预知将要发生的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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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关于婚姻 圣经是如何教导的？

86. 为什么基督徒要坚持在结婚以后才能有性行
为？
87. 我们不应该在结婚之前先试爱以确定我们是
否合得来的吗?
88. 什么是非自然的性行为?
89. 为什么都要结婚呢？
90. 关于结婚和离婚 耶稣是怎么教我们的？
91. 堕胎可以吗？
P.

其他那些我们还不明白的事情怎么办？

92. 我们还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怎么办？
Q.

基督徒美好的目标！

93. 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

52

50

[934763 Answers to New Christian Questions_CMYK.pdf (2)]

主题
主题 字母索引
字母索引
提问问题序列
提问问题序列
堕胎
Abortion
Abortion堕胎
90
90
接纳
Acceptance
Acceptance接纳
77
醉酒
Alcohol
Alcohol醉酒
26
26
祖先
Ancestors
Ancestors祖先
42
42
确信
Assurance
Assurance确信
5,62
5,62
态度
Attitudes
Attitudes态度
11
11
权柄
Authority
Authority权柄
50
50
退步者
Backsliders
Backsliders退步者
30
30
洗礼
Baptism
Baptism洗礼
12,13,14
12,13,14
圣灵的洗礼 11,14,15
Baptism
Baptismin
inthe
theHoly
HolySpirit
Spirit圣灵的洗礼
11,14,15
信徒
Believers
Believers信徒
14,15,23,62
14,15,23,62
相信
Believing
Believing相信
55
读经
Bible
BibleReading
Reading读经
11,19,23
11,19,23
基督的身体
Body
Bodyof
ofChrist
Christ基督的身体
20,23
20,23
佛教徒
Buddhist
Buddhist佛教徒
70
70
品性
Character
Character品性
41
41
信徒生活
Christian
ChristianLife
Life信徒生活
11,32
11,32
基督徒
Christians
Christians基督徒
10,11,22-24
10,11,22-24
教会
Church
Church教会
2,20,23,23
2,20,23,23
香烟
Cigarettes
Cigarettes香烟
27
27
公民
Citizens
Citizens公民
20
20
洁净
Cleansing
Cleansing洁净
5,32
5,32
保惠师
Comforter
Comforter保惠师
62
62
圣餐
Communion
Communion圣餐
11
11
良心
Conscience
Conscience良心
60,72
60,72
文化
Culture
Culture文化
56
56
创造
Creation
Creation创造
1,2,3,57,59,60
1,2,3,57,59,60
执事
Deacon
Deacon执事
43
43
死海古卷
Dead
DeadSea
SeaScrolls
Scrolls死海古卷
79,81
79,81
死亡
Death
Death 死亡
74
74
民主
Democracy
Democracy民主
52
52
宗派
Denominations
Denominations宗派
21
21
沮丧，忧闷
Depression
Depression沮丧，忧闷
31
31
沮丧
Discouragement
Discouragement沮丧
31
31
悖逆
Disobedience
Disobedience悖逆
4,8,17
4,8,17
门徒
Disciple
Disciple门徒
40
40
离婚
Divorce
Divorce离婚
89
89
毒品
Drugs
Drugs毒品
26
26
长老
Elder
Elder长老
44
44
娱乐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娱乐
28
28
民族
Ethnic
Ethnic民族
53
53
永恒的生命
Eternal
EternalLife
Life永恒的生命
2,6
2,6
信心
Faith
Faith信心
1,9,16,30,33-38,60
1,9,16,30,33-38,60
食物
Food
Food食物
72
72
宽恕
Forgiveness
Forgiveness宽恕
99
淫乱
Fornication
Fornication淫乱
88,86
,86
算命
Fortune
FortuneTelling
Telling 算命
84
84
朋友
Friends
Friends朋友
10
10
未来的事件
Future
FutureEvents
Events未来的事件
62,77,84
62,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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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Giving
Giving奉献
11,24
11,24
荣耀
Glory
Glory荣耀
62,74
62,74
上帝
God
God上帝
57-63
57-63
神性
Godhead
Godhead神性
62,63
62,63
诸神
Gods
Gods诸神
8,58
8,58
政府
Governments
Governments政府
49
49
伟人
Great
Greatmen
men伟人
21,71
21,71
大灾难
Great
GreatTribulation
Tribulation大灾难
76
76
天堂
Heaven
Heaven天堂
74,78
74,78
印度教徒
Hindu
Hindu印度教徒
71
71
圣经
Holy
HolyBible
Bible圣经
19,63,71,79-83
19,63,71,79-83
圣灵
Holy
HolySpirit
Spirit圣灵
10,12,14,15,18,21,27,62,63,82
10,12,14,15,18,21,27,62,63,82
身份
Identity
Identity身份
53
53
偶像崇拜
Idolatry
Idolatry 偶像崇拜
58,72
58,72
偶像
Idols
Idols偶像
58,72
58,72
廉正
Integrity
Integrity廉正
42
42
耶稣基督
Jesus
JesusChrist
Christ耶稣基督
2-5,11,13,14,19,20,21,29,61,62,63
2-5,11,13,14,19,20,21,29,61,62,63
香烛
Joss
JossSticks
Sticks香烛
73
73
审判
Judgement
Judgement审判
75
75
上帝的国度
Kingdom
Kingdomof
ofGod
God上帝的国度
20,44-48
44-48
20,
认识神
Knowledge
Knowledgeof
ofGod
God认识神
16,60
16,60
律法
Laws
Laws律法
49
49
领袖
Leadership
Leadership领袖
62
62
爱
Love爱
Love
55
人
Man人
2,4,57
Man
2,4,57
婚姻
Marriage婚姻
85,86,88,89
Marriage
85,86,88,89
错误
Mistakes错误
29
Mistakes
29
穆斯林，回教
Muslim穆斯林，回教
70
Muslim
70
交鬼术
Necromancy交鬼术
73
Necromancy
73
顺服
Obedience顺服
11
Obedience
11
献祭，奉献
Offering献祭，奉献
24
Offering
24
父母
Parents父母
Parents
66
赞美
Praise赞美
10,11,62
Praise
10,11,62
祷告
Prayer祷告
11,16,17,18,62,68,69
Prayer
11,16,17,18,62,68,69
预言
Prophecy预言
77,79
Prophecy
77,79
惩罚
Punishment惩罚
Punishment
44
目的
Purpose 目的
21
Purpose
21
种族
Race种族
54
Race
54
背叛，离道反教
Rebellion背叛，离道反教
Rebellion
79
79
娱乐，休闲
Recreation 娱乐，休闲
28
Recreation
28
宗教
Religion宗教
71-73
Religion
8,8,71-73
忏悔
Repentance忏悔
13
Repentance
13
复活
Resurrection复活
13
Resurrection
5,5,13
基督再来
Returnof
ofChrist
Christ 基督再来
21,78
Return
21,78
安息日
SabbathDay
Day安息日
25
Sabbath
25
救恩
Salvation救恩
5,6,22
Salvation
5,6,22
成圣
Sanctification成圣
32
Sanctification
32
撒旦
Satan撒旦
26,59
Satan
26,59
第二次来临
SecondComing
Coming 第二次来临
21,78
Second
21,78
服事
Service服事
62
Service
62
性行为
Sex
Sex性行为
5,86,87
5,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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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罪
Sincerity 诚意
Smoking 吸烟
Sunday 礼拜天，星期天
Temple 灵宫
Temptation 试探
Tithes 十一奉献
Translations 翻译
Trinity 三位一体
Tritheism 三神论
Trust 信任
Unitarianism 一神论
Victory 得胜，胜利
Visions 愿景
Wickedness 邪恶
Witnesses 见证人，目击者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
Worship 敬拜，崇拜
Wrong actions 错误的行动
Zealous 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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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9,17,19,62
5
27
25
20
4,16
24
83
63
63
5
63
14,62
77
4
6,14
1,19,79-83
20,22,58,77
2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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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收割者指南:
领人归主的适用经文:
人的需要
箴言 20 章 9 节 “谁 能 说 ， 我 洁 净 了 我 的 心 。
我 脱 净 了 我 的 罪？”
罗马书 3 章 23 节 “因 为 世 人 都 犯 了 罪 ， 亏
缺 了 神 的 荣 耀。”
罗马书 6 章 23 节“因 为 罪 的 工 价 乃 是 死 。
惟 有 神 的 恩 赐乃 是 永 生。”
基督 – 答案:
歌罗西书 1 章 14 节 耶稣基督-藉自己的血换取我
们的自由，又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约翰福音 3章 17节“因 为 神 差 他 的 儿 子 降 世 ，
不 是 要 定 世 人 的 罪， 乃 是 要 叫 世 人 因 他
得 救。”
悔改:
以赛亚书 55 章 7 节 “恶 人 当 离 弃 自 己 的 道
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
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
们 的 神 ， 因 为 神 必 广 行 赦 免。”
使徒行传 2 章 38 节 “你 们 各 人 要 悔 改 ， 奉
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 必 领 受 所 赐 的 圣 灵。”
认罪:
约翰一书 1 章 9 节“我 们 若 认 自 己 的 罪， 神
是 信 实 的， 是 公 义 的， 必 要 赦 免 我 们 的
罪， 洗 净 我 们 一 切 的 不 义。”
相信:
罗马书 10 章 9~10 节“你 若 口 里 认 耶 稣 为 主，
心 里 信 神 叫 他 从 死 里 复 活， 就 必 得 救。因
为 人 心 里 相 信， 就 可 以 称 义。 口 里 承 认，
就 可 以 得 救。”
祷告:
约翰福音 14 章 13 节“你 们 奉 我 的 名， 无 论
求 什 么， 我 必 成 就， 叫 父 因 儿 子 得 荣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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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他:-

赦免你
洁净你
藉圣灵赋予你生命力量。

接受:
约翰福音 1 章 12 节“凡 接 待 他 的， 就 是 信 他
名 的 人， 他 就 赐 他 们 权 柄， 作 神 的 儿 女。”
约翰福音 8 章 36 节“所 以 天 父 的 儿 子 若 叫 你
们 自 由， 你 们 就 真 自 由 了。”
顺服:
约翰福音 15 章 9~15 节“你 们 若 遵 守 我 的 命
令， 就 常 在 我 的 爱 里。 正 如 我 遵 守 了 我
父 的 命 令， 常 在 他 的 爱 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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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kland Baptist Tabernacle (Mandarin)
429 Queen Street, Auckland 1010
Tel. 09 377 4063
E: koksoon.lee@tabernacle.org.nz

可提供此手册的教会名单

Auckland Chinese Mandarin Church
Auckland
Tabernacle
(Mandarin)
19 RawhitiBaptist
Road, Oranga,
Auckland
429
Tel. Queen
09 579 Street,
1778 Auckland 1010
Tel.
09 377 4063
E: chookienwai@gmail.com
E: koksoon.lee@tabernacle.org.nz
可提供此手册的教会名单
Bethel Chinese Fellowship
Auckland
Chinese
Mandarin
Church
126 Point Chevalier
Road
Baptist Tabernacle
(Mandarin)
19
Rawhiti
Road,
Oranga,
Auckland
Pt Chevalier,
Auckland
1022
429
Queen Street,
Auckland
1010
Tel.
377
4063
Tel. 09
09 579
846 1778
3215；021 0277 9635
E:
koksoon.lee@tabernacle.org.nz
E: chookienwai@gmail.com
joseph_mylee@hotmail.com
Bethel
Chinese
Fellowship
Auckland
Chinese
Mandarin
Bread of
Grace
of Life
ChurchChurch
Point Place,
Chevalier
Road Auckland
126
19
Rawhiti
Road,Pakauranga,
Oranga,
8 Cortina
Auckland
Pt
Chevalier,
Auckland
1022
Tel.
09
1778
021579
0825
7108
Tel.
09 846 3215；021 0277 9635
E: chookienwai@gmail.com
shininglight@gmail.com
E: joseph_mylee@hotmail.com
Bethel
Chinese Fellowship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New Zealand
126
Point
Chevalier
Road
Bread
of31346,
Grace
of Life
Church
PO Box
Milford,
Auckland 0741
8Pt
Cortina
Place,
Pakauranga,
Chevalier,
Auckland
1022 Auckland
Tel.
09 441
9302
Tel.
021
0825
7108
E: cmi_newzealand@gmail.com
09 846
3215；021
0277 9635
E: shininglight@gmail.com
joseph_mylee@hotmail.com
Elim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New Zealand
12
Rossgrove
Tce,
Mt
Auckland
Bread
of Grace
of
LifeAlbert,
Church
PO
Box
Milford,
Auckland
0741
Tel.
027 31346,
393
4557
8
Cortina
Place,
Pakauranga,
Auckland
Tel.
09
9302
E: Contact@elimbolcc.com
021441
0825
7108
E:
W:cmi_newzealand@gmail.com
www.elimbolcc.com
shininglight@gmail.com
Elim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Epsom
Baptist
Church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New Zealand
12
Rossgrove
Tce,
Mt Albert,
Auckland
4 Inverary
Ave,
Epsom,
Auckland
PO
Box 31346,
Milford,
Auckland
0741
3939302
4557
027
021441
882
638
Tel. 09
E: Contact@elimbolcc.com
choton55@hotmail.com
cmi_newzealand@gmail.com
W: epsombaptistchurch.org.nz
www.elimbolcc.com
Elim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Epsom
Baptist
Church
Evangelical
Formosa
ChurchAuckland
of Central
12
Rossgrove
Tce,
Mt Albert,
4
Inverary
Ave,
Epsom, Auckland
Auckland
Tel.
027 393
4557
021 882
638Road, Epsom, Auckland
Tel.
101Contact@elimbolcc.com
Great
South
E:
E:
Tel.choton55@hotmail.com
021 083 12321
W:
www.elimbolcc.com
W:
epsombaptistchurch.org.nz
E: alexcui@hotmail.co.nz
Epsom Baptist Church
Evangelical
Formosa
of Central
Global
Kiwi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4
Inverary
Ave,
Epsom,Church
Auckland
Auckland
Baptist
Tel.
021 882
638 Tabernacle
101
Great
Epsom,
Auckland
429choton55@hotmail.com
QueenSouth
Street,Road,
Auckland
CBD
E:
Tel.
021
0834063
12321
09 377
W: epsombaptistchurch.org.nz
E: alexcui@hotmail.co.nz
admin@tabernacle.org.nz
Evangelical Formosa Church of Central
Global
KiwiChristian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Greenlane
Centre
Chinese Ministry
Auckland
Auckland
Baptist
Tabernacle
17 Marewa
Road,Road,
Greenlane,
101
Great South
Epsom,Auckland
Auckland1051
429
Tel. Queen
021 980
083
083Street,
12321Auckland CBD
Tel.
09 377 4063
alex.yu@gcc.org.nz
E: alexcui@hotmail.co.nz
E:
W:admin@tabernacle.org.nz
gcc.org.nz
Global Kiwi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59
58
Greenlane
Christian
Centre Chinese Ministry
Auckland Baptist
Tabernacle
17
Road, Greenlane,
Auckland 1051
429Marewa
Queen Street,
Auckland CBD
Tel. 021
9804063
083
09 377
E: alex.yu@gcc.org.nz
admin@tabernacle.org.nz
W: gcc.org.nz
Greenlane Christian Centre Chinese Ministry 58
59
17 Marewa Road, Greenlane, Auckland 1051
Tel. 021 980 083
E: alex.yu@gcc.org.nz
W: gcc.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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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Mandarin
Church
Mairangi Bay
Community
Church
15 Maxwelton
Kowhai Street,
Hamilton
49
Drive,
Mairangi Bay, North Shore,
Tel.
07 8390630
0896
Auckland
E: hmcchurch@xtra.co.nz
Tel.
09 478 6314
E: david@mairangichurch.org.nz
W: www.mairangichurch.org.nz
Hamilton
Mandarin Church
Mairangi
Community
15 KowhaiBay
Street,
Hamilton Church
49
Maxwelton
Drive, Mairangi
North Shore,
New
Zealand
Prayer
NetworkBay,
Ministry
Tel.
07
839 0896
Auckland
5A
Ladies0630
Mile, Remuera
E:
hmcchurch@xtra.co.nz
Tel. 09
027478
3846314
6636
E: david@mairangichurch.org.nz
jasmine4825@gmail.com
W:
www.mairangichurch.org.nz
Mairangi
Bay Community Church
Wellington
CRC
49
Maxwelton
Drive, Mairangi Bay, North Shore,
New
Zealand
Prayer
Network
Ministry
53
Vivian
Street,
Te Aro,
Wellington
6011
Auckland
0630
5A Ladies
04 478
384Mile,
1252Remuera
Tel.
09
6314
Tel.
027 384 6636
E: david@mairangichurch.org.nz
info@wellingtoncrc.org
E:
W:jasmine4825@gmail.com
www.wellingtoncrc.org
www.mairangichurch.org.nz
Wellington
CRC
Palmerston
North
Central
Baptist
Church
New
Zealand
Prayer
Network
Ministry
53
Te Aro, Wellington
6011
190Vivian
ChurchStreet,
St, Palmerston
North.
5A
Ladies
Mile,
Remuera
Tel. 04
06 384
357
3659
027
3841252
6636
E: info@wellingtoncrc.org
charles@pncbc.org.nz
jasmine4825@gmail.com
W: www.wellingtoncrc.org
Wellington CRC
Palmerston
North
Baptist Church
53
Vivian Street,
TeCentral
Aro, Wellington
6011
190 Church
St, Palmerston North.
Tel.
04 384 1252
Tel.info@wellingtoncrc.org
06 357 3659
E:
W: www.wellingtoncrc.org
Palmerston North Central Baptist Church
190 Church St, Palmerston North.
Tel. 06 357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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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ministering with Bryan
作者布莱恩·约翰逊用很精简的方式回答一般初
Johnson
who I consider one of New Zealand’s foremost
信者对于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问题。对初信者是
一本深入浅出，特别值得一读的手册。
Missions
experts who has demonstrated both in teachings
and practice his desir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to all李囯顺
cultures the Love of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奥克兰会幕浸信会华语部牧师
Paul Harrison,
克理神学院董事 , Post Grad. Dip. Theol. (Hons)
B.E.(Elect)(Cant)
奥克兰教会领袖成员
(Otago),
M. Theol.(Hons)(Auckl) Minister and Lecturer.
紐西兰浸信会多元文化小组成员

“Answers to New Christians Questions has been a tremendous
blessing to Christians not only in New Zealand, but also in the
彼得前书
3 章 15
节说:
Arab World,
and some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is booklet gives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
Biblical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asked by new believers about
baptism. 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
This teaching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ives of many
人。”
new believers.
由布莱恩·约翰逊所著“初信问答”一书，用言

Bryan Johnson
is a teacher, and well-qualified theologian who
简意赅，深入浅出的文字回答一般人对基督教可
has delighted
me the most, because he is able to pass his
能产生的九十三个疑问。特别适合基督徒用来坚
固信仰，传扬福音之用。当此众说纷纭，
knowledge
through this booklet. It helps those who seek to find
莫衷一是的世代，这本书不仅是初信基督徒该看，
the truth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所有想了解基督信仰的人，都会受益匪浅!
Peter
Lomodo, B Sc. (Economics), Cert. Christian Min.
YWAM Prayer Station
推荐人：张云龙弟兄

“A brilliant handbook of applied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 real life situations; connecting Christian faith
布莱恩·约翰逊教授(Bryan
to everyday
life in a practical andJohnson)是我認識
achievable manner.”
已久並極為敬重的聖經教師和學者.他對基督信
Kuinimeli Saili,
仰深刻的認知和切身的實踐,以及對信仰問題深
Pastor, B. Phil (Intercultural Studies).
入淺出的剖析,充份地表彰在他所著作的這本冊
子里.对于所有尋求真理答案的初信者或慕道友
These little
booklets ask in-depth questions, and give clear and
而言,這本冊子無疑是一把開門的鑰匙和重要的
concise 指南!!
answers.
Ideal for new believers, inquirers or people
我高度鄭重推薦!!

from another faith questioning Christianity. I recommend
李明義 to all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 They are an
these booklets
伯特利华人教会牧师
invaluable resource.
Ps Mark Tobias, M.A. App.Th. B. Min, Dip.C.S, Dip. B.S, Dip.Mkt,
Senior Minister, Wellington 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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