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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基督：從福音開始 (上)-複習

一、「基督徒」與「福音」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基督徒，僅三次出現在聖經中
•徒11:26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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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8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
叫我作基督徒啊！」

•彼前4:16 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
因這名歸榮耀給神。

一、「基督徒」與「福音」



一、「基督徒」與「福音」

•基督徒是……
•生命中曾經與耶穌相遇

(忠實傳講) 福音 (真心相信)

•一生認耶穌為主為救主

福音是…
• 基於聖經，關於耶穌
• 明白人的罪與神的愛
• 要救一切「相信」的



活出基督：從福音開始 (下)

一、「基督徒」與「福音」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過去 將來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稱義
•羅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過去 將來

稱義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過去 將來

稱義

•稱義 – –
•羅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羅8: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稱義 –成聖 –得榮耀
•羅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羅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
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
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羅8: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過去 將來

成聖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約束己心、謹慎自守，作順命的兒女
•彼前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
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
盼望，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
留在天上的基業。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
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約束己心、謹慎自守，作順命的兒女
•彼前1: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
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15 那召
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16 因為
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約束己心、謹慎自守，作順命的兒女
•彼前1: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
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18 知道你們得贖，
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19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分外殷勤，不致閒懶不結果子
•彼後1: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
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4 因此，他已將
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
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分外殷勤，不致閒懶不結果子
•彼後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
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
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
愛眾人的心。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分外殷勤，不致閒懶不結果子
•彼後1: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9 人若沒有這幾樣，
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
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
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弗4: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
漸漸變壞的；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24  並且穿上新
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西3: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
死，眾人就都死了；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
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現在

二、活出基督的「必要」

•「現在」就是神的工作期、修剪期，與陶造期
•賽64:8 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窯匠；我們都
是你手的工作。

•約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
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弗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
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過去 將來

活出基督，NOW !



神的聖潔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內在因素
•對福音的無感

人的罪

聖哉！聖哉！聖哉！
萬軍之耶和華；他的
榮光充滿全地！

神的「聖潔」，從來沒有因為
我們的「信」，有任何更改！



神的聖潔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內在因素
•對福音的無感

人的罪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
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
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人的「罪」不會因著我們
的信，就停止發出攻勢！



神的聖潔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內在因素
•對福音的攔阻

人的罪

力求自我表現



神的聖潔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內在因素
•對福音的攔阻

人的罪

力求自我表現

無視罪的攻勢



神的聖潔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內在因素
•對福音的攔阻

人的罪

力求自我表現

無視罪的攻勢



神的聖潔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人的罪

力求自我表現

無視罪的攻勢



•外在因素
•各類流派橫行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外在因素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外在因素

三、活出基督的「挑戰」

林後10:3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4 我
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
堅固的營壘，5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
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活出基督：從福音開始

1. 不要忘記自己的身分：地位上已稱義，生活中仍要爭戰！

2. 救主耶穌至今仍活著且與我們同在：我們可以活出基督！

3. 活出基督是一生的功課：信主是整個課程的開始，直到
生命結束的那一天，才告一段落！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3)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
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