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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為一個真基督徒
How to be a true Christian



前言
Opening Remark



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His sheep follow him because they know his voice.

約 John 10:4



1. 身而為人：神的形像
Being human: God’s image

1.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

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

造男造女。（創 1:27）

1. So God created mankind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Gen. 1:27, NIV)



2. 身而為人：愛
Being human: Love

2.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
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
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
（像神那樣愛的）都是
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
因為神就是愛。(約一
4:7-8)

2. Dear friends,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comes from 
God. Everyone who loves has 
been born of God and knows 
God. Whoever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because 
God is love. (1 John 4:7-8, 
NIV)



3. 身而為人：神的榮耀
Being human: God’s glory

3.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

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

的，是我所做成，所造

作的。（賽 43:7）

3. Everyone who is called by 

my name, whom I created 

for my glory, whom I 

formed and made. (Isa 

43:7, NIV)



身而為人 Being human

1. 神照著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

2. 神就是愛，凡像神那樣愛的都是由神而生。

3. 神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祂名下的人。

（創 Gen 1:27; 約一 1 John 4:7-8; 賽 Isa 43:7）



1. 成為門徒：愛主
To be a disciple: love the Lord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
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
兒女、弟兄、姐妹，和自
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
門徒。（路 14:26）

• If anyone comes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father and mother, wife 
and children, brothers and 
sisters—yes, even their own 
life—such a person cannot be 
my disciple. (Luke 14:26, NIV)



2. 成為門徒：捨己
To be a disciple: deny yourself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
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
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
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
自己，賠上自己，有什麼
益處呢？」（路 9:23-25）

• Then he said to them all: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For whoever wants to 
save their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their life for me 
will save it. What good is it for 
someone to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yet lose or forfeit 
their very self?” (Luke 9:23-25, 
NIV)



3. 成為門徒：彼此相愛
To be  a disciple: love one another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
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4-35）

• A new command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By this everyone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love one another. (John 
13:34-35, NIV)



成為門徒 To be a disciple

1. 愛主 Love the Lord

2. 捨己 Deny yourself

3. 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基督的畫像
Portrait of Christ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Jesus Christ crucified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已經活畫在你們眼
前，誰又迷惑了你
們呢？（加3:1）

• You foolish Galatians! 
Who has bewitched 
you? Before your very 
eyes Jesus Christ was 
clearly portrayed as 
crucified. (Gal 3:1, NIV)



基督的畫像
Portrait of Christ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已經活畫在你們眼
前。

• Before your very eyes 
Jesus Christ was clearly 
portrayed as crucified.



日益模糊的基督畫像
The increasingly blurred portrait of Christ 

•在日益政治化和商
業化的今日教會，
耶穌已從中央舞台
淡入背景之中。

• In today’s increasingl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hurch atmosphere, 
Jesus has faded from 
center stage to the 
background.



日益模糊的基督畫像
The increasingly blurred portrait of Christ 

•耶穌囑咐他們說：
「你們要謹慎，防
備法利賽人的酵和
希律的酵。」。（
可8:15）

• “Be careful,” Jesus 
warned them. “Watch 
out for the yeast of the 
Pharisees and that of 
Herod.” (Mark 8:15)

法利賽人的酵 The yeast of the Pharisees = ___________________

希律的酵 The yeast of Herod = ___________________

宗教 Religion

政治 Politics



疫情和政治 Pandemic and Politics

•同樣是基督徒，有人
贊成打疫苗，有人反
對打疫苗。有人贊成
戴口罩，有人反對戴
口罩。有人認為拜登
當選美國總統，有人
認為那是一個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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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神學院打官司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goes to court
•南方浸信會神學院控告

OSHA國家職業安全部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s 
joining a federal lawsuit 
against an OSHA 
ordinance that would 
require employers to 
enforce a COVID-19 
vaccine mandate.



一個福音派信徒的孤軍奮鬥
An Evangelical Christian’s lone battle

•國家健康局主任呼
籲民眾接種疫苗
NIH Director Dr. 
Francis Collins, an 
evangelical Christian, 
says disinformation
has made a lot of 
Christians "confused 
or fearful" about the 
Covid-19 vaccine.



門徒被稱為「基督徒」
The disciples were called ‘Christians’

•他們足有一年的工
夫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訓了許多人。門
徒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阿起首。
（徒11:26）

• So for a whole year 
Barnabas and Saul met 
with the church and 
taught great numbers of 
people. The disciples 
were called ‘Christians’ 
first at Antioch. (Acts 
11:26, NIV)



「基督徒」在聖經出現三次
The word ‘Christian’ appeared 3 times in the Bible

Year Verse

1 AD 44 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 Acts 
11:26）

2 AD 59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
徒啊！」（徒 Acts 26:28）

3 AD 62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
閒事而受苦。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
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彼前 1 Pet 4:15-16）



誰迷惑了你們？
Who has 
bewitched you?



誰迷惑了你們？Who has bewitched you?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已經活畫在你們眼
前，誰又迷惑了你
們呢？（加3:1）

• You foolish Galatians! 
Who has bewitched 
you? Before your very 
eyes Jesus Christ was 
clearly portrayed as 
crucified. (Gal 3:1, NIV)



同樣的信仰，不同的
聲音 Same Faith, 
Different Voices

• Pope Francis urges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 Pope Francis launches 
a powerful appeal for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with 
approved Covid-19 
vaccines, calling it “an 
act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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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信仰，不同的聲音
Same Faith, Different Voices

• During a homily last December, 
Cardinal Raymond L. Burke 
criticized his fellow members of 
the church for not believing that 
Jesus Christ would protect them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 The 73-year-old conservative 
cardinal was an early critic of 
social distancing and, later, an 
unabashed skeptic of the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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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信仰，不同的聲音
Same Faith, Different Voices

•Andy Stanley 
closed North 
Point Church, 
second largest in 
the n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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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信仰，不同的聲音
Same Faith, Different Voices

• John MacArthur 
Kept Grace 
Community 
Church open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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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Asian Hate
疫情期間，對亞裔的
仇恨案件激增。一向
息事寧人的華人也走
向街頭，要求社會還
亞裔一個公道。



Black Lives Matter
當黑人走上街頭，呼
籲「黑人的命也是命
」，同情亞裔的人是
否也同情黑人？



同樣的信仰，不同的聲音
Same Faith, Different Voices

如何投票 How to vote?
•同樣是基督徒，有人認為投
票給共和黨才是真信徒，投
票給民主黨就是投票給墮胎
和同性戀。

•同樣是基督徒，有人認為投
票給民主黨才是真信徒，投
票給共和黨就是投票給種族
歧視、地球汙染和剝削窮人。

30



同樣的信仰，不同的聲音
Same Faith, Different Voices

我的選擇My Choice

•疫情期間發生了許多事，
也傳出許多不同的聲音。

•同樣是基督徒，對各樣
議題有不同的看法，不
同的立場，不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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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信仰，不同的聲音
Same Faith, Different Voices

我的選擇My Choice

•比起口罩、疫苗、政治
立場和社會議題，更重
要的是我對意見不同者
的態度。身為基督徒，
我選擇用何態度來對待
那些意見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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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My sheep know my voice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領出來。既放出
自己的羊來，就在前
頭走，羊也跟著他，
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
不認得他的聲音，必
要逃跑。（約10:3-5）

• He calls his own sheep by 
name and leads them out. 
When he has brought out all 
his own, he goes on ahead of 
them, and his sheep follow 
him because they know his 
voice. But they will never 
follow a stranger; in fact, 
they will run away from him 
because they do not 
recognize a stranger’s voice.
(John 10:3-5, NIV)



陌生人的聲音
Voice of a stranger



A. 宗教的聲音 Voice of religion

1. 形式與外貌

2. 政治立場

1. Forms and appearance

2. Political stand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

• 你當站在耶和華殿的門口，在那裡宣傳這話說：你們進這些門敬拜耶和華的一切猶
大人，當聽耶和華的話。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們改正行動作為，我
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住。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殿，
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

• 你們若實在改正行動作為，在人和鄰舍中間誠然施行公平，不欺壓寄居的和孤兒寡
婦；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也不隨從別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
居住，就是我古時所賜給你們列祖的地，直到永遠。

• 看哪，你們倚靠虛謊無益的話。你們偷盜，殺害，姦淫，起假誓，向巴力燒香，並
隨從素不認識的別神，且來到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說：「我們可
以自由了。」你們這樣的舉動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嗎？這稱為我名下的殿在你們眼
中豈可看為賊窩嗎？我都看見了。這是耶和華說的。（耶Jer 7:1-11）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你們這所多瑪的官長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側耳
聽我們神的訓誨！耶和華說：

• 你們所獻的許多祭物與我何益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經夠了；
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悅。你們來朝見我，誰向你們
討這些，使你們踐踏我的院宇呢？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
惡的；月朔和安息日，並宣召的大會，也是我所憎惡的；作罪孽，又守嚴肅
會，我也不能容忍。你們的月朔和節期，我心裡恨惡，我都以為麻煩；我擔
當，便不耐煩。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們多多的祈禱，我也
不聽。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

• 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
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賽Isa 1:10-17）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

• 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

• 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

• 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

• 因為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

•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Amo 5:21-24）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

• 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

•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

• 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

• 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

•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Mic 6:6-8）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
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
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
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裡面
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你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裡面，好叫外面
也乾淨了。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
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
面顯出公義來，裡面卻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太Matt 23:23-28）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若有人自以為虔誠，卻不勒住他的舌頭，反欺哄自己的心，這人的虔誠是虛
的。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
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Jam 1:26-27）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崇拜者充滿了聖殿，他們舉起手來祈禱，歡唱著哈利路亞，臉上露出虔誠的

表情。聖殿的金庫豐盈，事奉的人員充足。傳道者精神奕奕，祭司笑容滿面

。人人都以為復興了，興旺了，神與我們同在了！沒想到，這一切只是表面

的假象和人的錯覺。

• 如同以賽亞、耶利米、阿摩司、彌迦時代的以色列人，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

，今日的基督徒也陷入同樣的迷惑之中。他們指著教堂說：「這是耶和華的

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又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

之一，沒想到神向他們要的並不是這些。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聖經告訴我們，真正的信仰不在於宗教行為，而在於宗教行為與日常行為的

一致。不在於主日的表現，而在於主日表現和日常表現的合一。不在於「薄

荷、茴香、芹菜」，而在於做好「公義、憐憫、信實」之後，又做好「薄荷、

茴香、芹菜」。不在於「耶和華的殿」，而在於殿中的人不使它成為賊窩，

讓耶和華的殿一直是萬民禱告的殿。

• 真正的信仰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在耶和華的

眼中看為善，是他向你所要的！



假象與錯覺 Illusions and misconceptions

• 假象與錯覺，人心中的偏見，藉著宗教行為所造成的「自我感覺良好」，在

整本聖經的光照之下無所遁形。面對先知的督責，神話語全面而一致的啟示，

信神的人只剩下最後一個選擇：我是歸正，還是不歸正？

• 聖殿中香煙繚繞，歌聲入雲，人人沈浸在崇拜的氣氛之中。剛進來的老張問

道：「欸，聖殿門口大喊『你們不要說這是耶和華的殿』的那個人是誰？」

• 「喔，他呀！那是耶利米，就是一個瘋子，別理他，我們好好敬拜神！」

• 老張舉起手，加入會眾的崇拜。祭司的禮袍華麗而莊嚴，詩班的歌聲嘹亮而

優美，馨香的火祭傳來熟悉的香氣，一切都是這麼美好……



Empty Pews: U.S. Church 
Membership Falls Below 
Majority for First Time

• In 2020, 47% of Americans said they 
belonged to a church, synagogue or 
mosque, down from 50% in 2018 
and 70% in 1999. Gallup Poll



美南浸信會連續十四年人數下滑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membership drops 
for 14th year in a row

• From 2019 to 2020, the 
number of Southern Baptists 
dropped 3% to 
14,089,947, the latest Annual 
Church Profile compiled 
by 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s shows. The 
convention had more than 
16 million members in 2006.

• Weekly attendance drops to 
4.4 million.



無信仰者之興起
Rising of the “nones”

•US Religiously 
unaffiliated:

•2007: 16%

•2018: 26%



遠離宗教的原因
Reasons to shun 
religion

1. 不切實際
Irrelevant

2. 假冒為善
Hypocrisy

3. 邪惡分歧
Evil and divisive

18-29歲無宗教信仰者



B. 世界的聲音 Voice of the world

1. 世俗主義

2. 人文主義

1. Secularism

2. Humanism



世俗主義 Secularism

注重 Focus on
1. 今生與物質 Temporal and 

material

2. 健康與財富 Health and 
wealth



人文主義 Humanism

•相信每個人的價值

•相信人類的良善與自我進步

• Believe in each person’s value

• Believe in human goodness and 
ability to make improvement



C. 種族/文化的聲音 Voice of race/culture

1. 部落主義

2. 文化身份

1. Tribalism

2. Culture Identity 



基督教民族主義 Christian Nationalism

•近年來美國興起了一股新的風潮，稱為「基督教民族主義」，為

宗教領袖所譴責，卻被許多基督徒所擁抱。

•近代流行的「民族主義」是一個狹隘的身分認同，根據你的種族、

文化等因素來決定你是不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則接納，非自

己人則排斥。近年來民族主義成為國際主流，影響各國的政治和

民生，也影響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基督教民族主義 Christian Nationalism

•那麼，甚麼是「基督教民族主義」？就是將基督教當作一種身分

認同：先決定哪個民族、文化是「基督教的」，再根據你是否屬

於那個體系，來決定你是不是基督徒。

•根據這個定義，一個人是不是基督徒跟他的民族、文化有關，跟

他的信仰未必有關。如果你「不是自己人」，就算你真誠信耶穌，

他們未必將你當作基督徒。如果你「是自己人」，就算你並未真

心信主，從來不去教會，只要你說「我是基督徒」，他們也將你

當作基督徒。



基督教民族主義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教民族主義是排外的，只接受「自己人」，不接受萬國萬民。

許多基督教領袖眼見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崛起，警覺到它的危險，

呼籲信徒拒絕這個潮流，因它違背了耶穌基督的福音。



成為基督徒
To be a Christian



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
My sheep know my voice



1. 耶穌的聲音：愛主
The voice of Jesus: love the Lord

•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
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26）

• If anyone comes to me and does 
not hate father and mother, wife 
and children, brothers and sisters—
yes, even their own life—such a 
person cannot be my disciple. 
(Luke 14:26, NIV)



2. 耶穌的聲音：捨己
The voice of Jesus: deny yourself

•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
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
命。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
自己，賠上自己，有什麼益處
呢？」（路 9:23-25）

• Then he said to them all: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For whoever 
wants to save their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their life for me 
will save it. What good is it for 
someone to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yet lose or forfeit their very 
self?” (Luke 9:23-25, NIV)



3. 耶穌的聲音：彼此相愛
The voice of Jesus: love one another

•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
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
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
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13:34-35）

• A new command I give you: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By 
this everyone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love one 
another. (John 13:34-35, NIV)



耶穌的聲音 The voice of Jesus

1. 愛主 Love the Lord

2. 捨己 Deny yourself

3. 彼此相愛 Love one another



成為基督徒
To be a 

Christian

•門徒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阿起首。

• The disciples were 
called ‘Christians’ 
first at Antioch.         
(徒Acts 11:26, N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