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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只信主，不信教。

• 法利賽人引人入教，結果卻使人成
為地獄之子：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
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
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
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太23:15）

• 基督徒領人信主，成為神的兒女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腓利下
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徒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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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 Cor.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
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
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

• For since in the wisdom of God the world 
through its wisdom did not know him, God 
was pleased through the foolishness of what 
was preached to save those who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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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 Cor.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
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
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

• The wisdom which none of the rulers of 
this age has understood; for if they had 
understood it they would not have 
crucified the Lord of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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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 Cor. 2:9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
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 But just as it is written, “things which eye 
has not seen and ear has not heard, and 
which have not entered the heart of man, 
all t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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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得救？What is salvation?

• 得救就是「與神恢復關係」

1. 神的子民（彼前2:9; 出19:5）

2. 神的祭司（彼前2:9; 出19:6）

3. 神的兒女（約1:12; 羅8:16）

• 拯救與祝福隨著你與神的關係而來

1. 罪得赦免（太26:28; 約一1:9）

2. 聖靈內住（約14:16; 羅8:11）

3. 今生的恩惠（詩23:6, 27:13; 羅8:32）

4. 永生的榮耀（羅8:18,21; 弗1:18）



二如何得救？How to be saved?

• 得救必須悔改

1. 耶穌的宣告（可1:14）

2. 使徒的教導（徒2:38）

• 得救必須信耶穌

1. 因信稱義的真理（羅3:22）

2. 有了神的兒子才有生命（約一5:12）

• 信耶穌就是跟從耶穌

1. 信耶穌不只是舉手表態

2. 信耶穌乃是順服跟從（羅1:5；彼前
2:21）



三何時得救？When to be saved?

• 看哪，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後6:2）

1. 把握得救的時機（賽55:6-7）

2. 「看哪，這裡有水，我受浸有甚麼妨礙
呢？」（徒8:36）

• 神的國度已經來到

1. 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17:21）

2. 在沒嚐死味以前，看見神的國（路9:27）

• 神的國度將要來到

1. 神國度的最終實現（啟11:15）

2. 神國度裡的筵席（路13:28-29; 啟19:7-9）



四誰會得救？Who will be saved?

• 信耶穌的人必然得救
1. 以信為本，按著亞伯拉罕信心之蹤跡去行

的人必然得救（加3:7-8; 羅4:12）

2.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可16:16）

• 萬國萬民之中都有人得救
1. 這是基督的奧秘，藉著教會使人知道（弗

3:4-11）

2. 東西南北都有人在神的國度(路13:29)

• 有些自以為得救的人卻不得救
1. 主說：我不認識你們！ (太7:23；路13:25)

2. 必在外面哀哭切齒（路13:28）



如何成為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A.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承認自己
乃是一個罪人。

B.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為了我
的罪而被釘十字架。

C. Confess 宣告：決志祈禱，宣告你的信
心，接受耶穌成為你的生命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