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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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 2:37-38  

怎样成为 
一个基督徒? 

 

 

 

 
  



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一、基督徒负有传扬福音的大使命 
 耶穌復活后，升天前，祂给予基督徒一个大使命: 「你们往普天下

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

可福音 16:15-16)。 

 过后，眾使徒与门徒就按著耶穌的命令，将福音传扬出去，於是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使徒行传 6:7)。

因此，明白且传扬救人的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 

基督徒？ 

顾名思义，就是基督的门徒、一个跟随祂旨意的人。而不是在名义上称为

基督徒的人。 

那麼，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呢？ 
 

二、成为基督徒的要件、救恩的步骤或计划 
 

1. 听道 

 罗马书 10:14：「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

怎能相信祂呢？」，因此，圣经明示了，人先要听到福音，了解其内容，

然后才能选择去相信祂。 
 

为何要听「道、基督的话/福音」？ 

1.1因为，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为要救赎一切信从祂的人。 

• 因为「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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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3:16。 
 

1.2这福音关乎基督耶穌，为了我们、而生，而死，而復活。基督徒也

是靠著它站立得住。 

• 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

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

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

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



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復活了」（哥林

多前书 15:1-4）。 

• 「基督若没有復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裡。就是在

基督裡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

算比眾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裡復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

果子」（哥林多前书 5:17-20）。 
 

1.3这福音就是末日审判的标準。 

•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

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 12:48）。 
 

 所以，一个人必须先聆听或读 神的话语、福音，认识耶穌基督是谁，

和认识救恩的基本道理后，才能决定相信祂和祂的福音。 
  

2. 信道 

 耶穌对使徒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名听。信而受浸的，

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 16:15－16)。 
 

这裡，我们可开始看到福音得救的计划是有步骤的：听、信、悔改、承认、

受浸。而其中的「信」常受到很大的误解。 
 

「信」究竟是什麼意思？ 

2.1相信祂的话，且相信祂是 神的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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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人」（希伯来书 11:6）。  

•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

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 「耶穌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 神蹟，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

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

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 20:30-31)。 

• 圣经也教导我们「信」的更深一层意义, 它包括了顺从祂。「祂

（耶穌）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祂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希伯来书 5:9）。 
 

2.2它不仅是知识上的相信，还须要遵守顺服祂旨意的行动。 



•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

伯来书 5:9）。 

• 「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

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书

2:19-20）。 

• 「人称义是因著行为，不是单因著信。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

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雅各书 2:24，26)。 
 

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单单表面的「信」是不够的。一个真诚相信和

明白福音的人，他的信就会在他的内心裡牵引着他的心，好让他能做

出明智的决定，顺著福音教导的悔改而行动。 
 

3. 悔改 

为什麼要悔改？ 

3.1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罪就是「不遵守 神的命令」。 

•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

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 2:38）。 

•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3.2事实上，神很期待也欢喜看到没一个人都会改。  

• 耶穌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

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

15:7)。 

• 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

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 17:30)。 

• 使徒彼得也说: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

后书 3:9)。 
 

3.3如果一个人不悔改，神必按其今世的作为审判他。 

• 「因为祂（神）、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祂（神）所设立的人

（耶穌）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祂（耶穌）从死裡復活，给万

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 17:31)。 

•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著硫磺的火湖裡…」

（啟示录 21:8）。 



•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

福音 13:3)。 
 

悔改的意义究竟为何？ 

1. 悔改是心意的改变：认识到 神的恩典与自己的悖逆，依著 神的意

思懊悔忧愁。 

•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

你悔改呢？」（罗马书 2:4）。 

• 保罗说:「因为依着 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至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哥林多后书 7:10)。 
 

2. 悔改是行为上与真理相称地改变：决定停止做错而开始做对的事，

不再继续反叛 神，改而遵守 神的命令。 

•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

园裡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马太福音 21:28－29。 

 因此，要悔改，首先改变了一个人的意志，然后做出与心志相称的

事来。一个人悔改的话可从他所做的好事请上看出来，真正悔改的人在每

一方面都会想讨 神的喜悦。 
 

4. 承认耶穌为主 
如果一个人不认耶穌为「主」，为「神的儿子」，那他也必须承认和相信

「神叫耶穌从四裡復活了」因为这关係到我们灵命所信赖的。 

• 耶穌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

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

10:32-33)。 

• 保罗也说:「你若口裡认耶穌为主，心裡信 神叫祂从死裡復活，就

必得救。因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称义；口裡承认，就可以得救」

（罗马书 10:9-10)。 

•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约翰一书

2:23）。 
 

 圣经记载了埃提阿伯太监归主的过程；听福音，相信福音，口裡承

认耶穌，接下来才受浸。 



•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裡有水，

我受浸有甚麼妨碍呢？』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

他回答说：『我相信耶穌是 神的儿子』。当太监口裡承认耶穌是 

神的儿子后，他就受浸了」（使徒行传 8:36-37）。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勇於在人面前承认耶穌为主，也是成为基督

徒必要的条件之一。 
 

5. 受浸 

先来看看使徒行传中受浸的例子： 

1) 禁卒一家归主（使徒行传 16:30-34）。 

禁卒问保罗和西拉：「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

16:30-31)。当禁卒和他全家的人听了主的道后，他们立时都

受了浸。 

在此值得的思考以下：禁卒的得救是在受浸之前或之后？ 
 

2) 太监归主（使徒行传 8:26-40)。 

• 「太监说：『看哪，这裡有水，我受浸有甚麼妨碍呢？』。腓

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相信耶

穌是 神的儿子。』」太监口裡承认耶穌是 神的儿子后，他就

受浸了（使徒行传 8:36-37）。 

同样值得一问：太监的得救是在受浸之前或之后？ 
 

3) 眾人在五旬节归主（使徒行传 2:1-39)。 

「眾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说：『弟

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回答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

灵』。於是领受祂话的人就受了浸」（使徒行传 2:37-38，

41）。 

值得探讨：这裡明显地提到「罪的得赦」是在受浸之后。 

4) 亚拿尼亚吩咐扫罗归主(使徒行传 9:1-19；22:1-16)。 

• 「现在你为什麼耽延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浸，洗去你的

罪。」（使徒行传 22:16）。「於是扫罗起来受了浸」（使徒

行传 9:18)。「扫罗又名保罗」（使徒行传 13:9)。 



值得探讨：这裡也明显地提到「洗去你的罪」是在受浸之后。 

从这四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受浸」是为了使罪得到赦免，而并非

在受浸前罪已得赦。 

请问，罪还没得赦之前，你能说你已经「因信得救」了吗？ 
 

受浸的意义/目的： 

1. 受浸是把过去的罪恶洗去，这时才是灵魂得救的一刻： 

•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 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

你们」（以赛亚书 59:2）。 

•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

16:16）。 

• 「现在你为什麼耽延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浸，洗去你的罪」

（使徒行传 22:16）。 

「这水所表明的浸礼，现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们」

（彼得前书 3:20-21)。 

彼得明确表白藉著浸礼，耶穌才会拯救我们。 

• 圣经记载耶穌死时流了血（约翰福音 19:34)。受浸归入耶穌

的死是一个象徵，代表着我们接触到耶穌为我们赎罪所流的宝

血。因此，我们的罪不是被水，而是被水所仪表的耶穌的宝血

所洗净。 

o 约翰说：「祂（耶穌)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

恶（‘脱离’有古卷作‘洗去’) 」（啟示录 1:5)。 

o 保罗说: 「我们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

免，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 1:7)。 
 

2. 浸礼意蕴著和耶穌一同埋葬，也在此与祂一同復活，得新生的样式： 

• 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浸归入祂的死吗？所

以，我们藉着浸礼归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

动有新生的样式，象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復活一样」（罗

马书 6:3-4)。 

• 「你们既受浸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復活」（哥罗

西书 2:12)。 
 

3. 浸礼把我们归入了基督，成为天国中的家人： 



• 保罗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加拉太书

3:27)。浸礼把我们归入基督。 

• 「耶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 神的国』」（约翰福音 3:5）。 

•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裡

的人了」（以弗所书 2:19）。 
 

受浸的方式： 

受浸的过程 – 一个人进入水中，然后从水中上来。因此，水多的地方是

必要的条件、水多才能把一个人埋葬在水里，如同与基督耶穌一同埋葬。 

• 约翰福音 3:23：「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浸，因为那裡水多；

眾人都去受浸。」 

可见浸礼需要很多水。 

• 关於太监受浸的过程，我们也读到浸礼需要很多水: 「二人正往前

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裡有水，我受浸有甚麼

妨碍呢？』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裡去，腓利就给他施浸。从水裡

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

走路」（使徒行传 8:38-39)。 

因此，受浸所指的是埋入水裡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洒水活或泼水。 
 

在此，对浸礼的最后关键问题：您的浸礼目的和方式对吗？ 
 

6. 过基督徒的生活 

当一个人得救了，他就被主招入那群已得救的人中，他就成为基督徒了

（使徒行传 2:47)。一群得救的人就是主的教会，耶穌自己就是教会之首

（哥罗西书 1:18)。从这时起，一个人必须忠心信靠元首耶穌基督的带领

和帮助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试炼和挑战。最终才能得到生命的荣耀与冠冕，

也就是永生/天国。 

• 你们这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

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穌基督显现的时候得著称讚、荣耀、尊贵（彼得前书 1:5-

7）。 

•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啟示录 2:10)。 
 



三、结论 
 

 每当一个人听了福音，相信了福音，悔改，承认耶穌为主，受浸洗

去他罪的那刻，他的灵魂得救了。而「听福音，相信福音，悔改，承认耶

穌为主、受浸和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得救，一方面因为 神救

恩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① 我们身体力行地在遵循」这个计划。 

• 希伯来书 5:9记: 「祂（耶穌）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祂的人成

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注① ：不要以为这是立功之法，这只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信靠顺服的

表现。 

「既是这样，那裡能夸口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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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3:27）。 
 

 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主教会里的一份子吗？你现在愿意

成为一个基督徒吗？请与我们联繫，让我们努力做一个遵守圣经训诲的基

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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