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成为基督徒 

  

"新约基督教"一词只是指做事新约介绍。上帝有"图案的音词"基督教信仰和我们要举行这

种模式 （2 小人对话 1: 13)。上帝的模式是"窄门"，导致生活的一部分 （山 7： 13-

14)，这种模式下，如果人们会使用它，消除了宗教的混乱和宗教司 (比较 1 公司 14: 

33)。当人们不知道上帝的模式或他们拒绝它的某些部分时，会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宗教

团体，所有自称是"基督教"。真正的基督信徒知道上帝有以特定的方式做事的和有必要"

封存模式"（比较 1 公司 4: 17)。 

上帝的模式的最基本的部分之一位于转换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方式）。如下图所示，上帝的模式转换的赦免需要 信仰 

（信仰）、 忏悔 （车削从单）、 忏悔，和 洗礼 (在水中浸泡)。 

  
圣经诗歌 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命令 祝福 

Mk.16: 16： 相信 和 受洗 保存 
行为 2: 38： 忏悔 和 洗礼 使罪得赦 

行为 22: 16： 出现 和 受洗 洗去罪 

  

中的信息 Mk.16: 16 一起被形容为 培训 ； 正如棚车相连一起耦合 

pin，所以"和"一词加入 的命令的"掩饰f"和"洗礼"（耶稣说一个人必须 相信 和 洗 

之前他可以"保存"）。因为那些行为 2 中听到或相信的福音 (使徒 2: 37) 

的事实，告诉他们忏悔，并受洗，他们可能收到"宽恕的罪"（行为 2: 38)。行为 2 

中的信息，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 忏悔，一句话，这意味着"以更改为好。P人们谁 

原来 恨 (使徒 2: 36) 的耶稣 后悔 (他们 

开始爱和跟随耶稣)。人们相信，与悔改后，他们将会 受洗，"涤罪"的行为 (使徒 22: 

16)。 

在前面的图表通道，除了在圣经 》 还解释了的洗礼的目的 Gal.3: 27 (保罗说洗礼放人 

"进入基督"）。如果一个人长大了，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他是 "在基督"或"出的基督。 

如果某人是长大了，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他是"外基督"，他有 

没有精神的祝福，其中之一是 救世 (2 小人对话 2: 10)。那些"在基督里"有所有精神祝福 

(Eph.1： 3），其中之一就是拯救.依法 Gal.3: 27 

人不请输入"到基督"中，直到他有了正确的洗礼。 

     除了在 耶稣和保罗 说洗礼拯救过程的一部分，有的信息在 1 银龙 3: 20-

21。彼得描述如何水 担任一条分隔线，挪亚和他的家人 （神用洪水分开保存丢失，将军 

6-

7)。水抬起约柜和那些在安全和水导致未保存的淹没。事实上，彼得说，挪亚和他的家

人被"水通过保存"（1 银龙 3： 20）。彼得还说： 

今天有的人"容貌与这个容貌是"洗礼"（1 银龙 3: 21)。换句话说，现在 

j乌斯季如水分开保存从丢失在古代的世界中，所以水 (洗礼） 除以 保存从丢失 

基督教时代 下 （又见前面的图表）。彼得 进一步指出如何 洗礼，不是为 "肉体的污物" 

（它是不是一个物理污物过程），1 银龙 3: 21。用于精神污物的洗礼 — — 单— 2: 38 



所述行为和行为 22: 16。 

诺亚分开的未保存的洪水中有没有特别的权力和现在用于施人的水中有没有特别的权力

。我们从单的理由来通过耶稣的血 （保罗了这一观点在 rom。 5: 9 

和他解释说，这个过程是如何工作的罗马书 6: 1-4)。 

证明下面的图形，而是血的提供通过 我们照顾部委礼罪人的方式，耶和华的死亡、 

埋葬和复活访问耶稣的好处。任何人认为后，他是 不 

会保存。信徒必须经历"死亡"。死亡 这是另一个描述的忏悔 (的人必须把从单。比较中校 

3： 7 ；行为 2: 38;13: 3 ； 路加福音。行为 17: 

30）。人必须"死到单"（悔改），他们做不"死在单"（在地狱里永远灭亡）。

 

 
 

相信某人，后悔后 （死了单），他是愿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行为 8: 37 ； 1 

小人对话 6: 12)，然后将"通过洗礼的基督的陪葬"（罗马书 6: 4)。人有正确受洗后，他已 

"新生"(罗马书 6: 4)。 

许多人认为这种新的生活 (得救，宽恕的罪和所有精神祝福） 之前 



的洗礼，但圣经一再表示，这是不正确。耶稣说，一个人"保存" 后 受洗 (Mk.16: 

16)。彼得说： 一个人有自己的罪孽的宽恕" 后 受洗 （行为 2: 38)。名叫说的罪冲走了" 

由受洗 (使徒 22: 16)。保罗说"洗礼" 放到基督的人 (Gal.3: 27)。一个人收到新的生活 后 

的洗礼 （罗马书 6: 4)。耶稣说，一个人必须将"重生"(Jn.3: 3) 和这新出生 需要水 (Jn.3: 

5)。神具有特定模式的救恩，此模式需要人民有信心、 忏悔自己的罪孽、 

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葬与基督""自己的罪孽原谅"。 

     描述的洗礼 (Rom.6： 4 和中校 2: 12) 的"埋葬"告诉我们，圣经洗礼要求 （我们做不 

埋葬 的或或对它泼脏） 浸泡 。埋葬 指某人或某物被覆盖，这是什么 新约洗礼要求 

（某人是淹没在和因此被水覆盖）。当约翰起初的人时，他的洗礼需要多的水 (Jn.3: 

23)。事实上，这首诗说约翰洗礼在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是 那里很多水。 

洗礼赦免是转换，上帝的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是新约基督教的一个特性。神 

也创造了一个特别的地方，称为"教会" （这个词描述已保存的)。耶稣 答应 

"建立他的教会"(山 16: 18) 和 这一承诺要求他可怕死 (使徒 20: 28). 

耶稣并建立他的教会和他建了只有 一个教会 （请注意，在山中"教会"一词是奇异的 16: 

18)。 

在 Eph.1: 22-23 保罗为耶稣的描述 "教会" 

"身体"("到教堂，是他的身体"）。说另一种方式，保罗断言字 教会 和 身体 都可互换 

("教堂"和"正文"描述同一件事)。这一事实的意义在 Eph.中看到 4： 4、 

凡保罗说上帝的地方仅有一体。因为 你只是"一体"(Eph.4: 

4），这"一个主体就是教会"(Eph.1： 22-23）， 再是 一个教会 

了上帝的批准。在世界中，可以找到许多别的教会，但这些教会不是由基督的教堂的一部

分。这些其他教堂是冒牌的团体已建成的男子 (山 15： 8-9) 

和耶稣说，因为上帝没有建立，他们，这些组将一天被摧毁了 (山 15: 13)。 

冒牌教会的问题是那么坏耶稣说："不说我主啊，主啊，每个人都应进入天国 

；但他那该死的我在天上的父亲的意愿。22 

的许多人会说，我在那一天，主啊，主啊，没有我们不说预言，通过你的名字，和你的名

里赶鬼，和你的名字做很多强大的工程吗？23、 然后众人，将信奉我从来不知道你： 

离开我，你们这些作恶"(山 7: 21-23)。 

如果我们想真正热爱并且侍奉上帝，我们必须找出与耶稣的一个真正的教会的冒牌组而不

是与工作。圣经 》 帮助我们确定哪些教堂是正确的圣经 ； 

通过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模式识别正确的教堂 (2 小人对话 1: 13) 

在神的话语中找到。基督的教会的模式包括人们如何成为基督徒，耶稣的教会的崇拜如何

、 上帝教会如何组织的和其成员的做这样的事情。 

已在上述信息，解释如何保存人中找到一个识别标志的耶稣的教堂： 人必须相信 

(Heb.11: 6) ；忏悔自己的罪孽 (Lk。 13： 3 ；行为 17: 30） ；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罗马书 10： 9），并受洗的赦免 (行为 2: 38 ； 22: 16)。圣经 》 

从不跟我说话"到心，接受耶稣"之类的"祈祷的罪人，"或"接受基督祈祷"。 

前一段所述的人所示上帝的模式转换后，圣经 》 说耶稣"加"的人，他的教堂 (使徒福音 2: 

47)。由男人 （冒牌组） 的教会，人往往"加入"教堂或他们"投票"到它。行为 2: 47 



说耶稣的教会中的成员身份由主自己控制。说另一种方式，人们不能"加入"新约教会。他

们既不会赞成进去。人们会自动成为其成员的后他们按照上帝的模式的转换。 

新约教会还能得到什么的认可。五旬节天人成为基督徒后 （行为 2： 36-

38），卢克说他们"继续定睛在使徒的教学和研究金、 饼、 祈祷"（行为 2: 

42)。这篇文章显示上帝的示例部分涉及的定期会议，并列入此诗的做的事情。最虔诚的

宗教团体都 致力于 "祈祷"和"金，"但最是不"悖逆"的其他两个特点与行为 2: 42 

(使徒"教学和"面包打破")。 

耶稣的教堂，可以部分由其严格遵守 使徒的原则 （我们现在已经在圣经 》 中的信息） 

的标识。而之后的规则和规定的男人 (山 15: 9) 基督的教会成员使用圣经 》 

作为其唯一的指南。新约基督徒知道上帝赐给"自由的法律完善” （Jas。 1: 25) 

与此信息使"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属于"（2 银龙 1: 

3)。说另一种方式，已完成的新约"虚假我们每善事"（2 小人对话 3： 16-

17)。因此，新约的基督徒 （那些基督的教会的一部分） 单靠这"教学形式"（rom。 6: 

17) 的"模式"（2 小人对话 1: 13) 他们需要服务和崇拜上帝"真相"(Jn.4: 

24)。冒牌教会依靠信条，从他们"教堂"的总部，信息教堂手册等。 

行为 2: 42 

还提到"面包打破"（即主的晚餐。希腊文本从字面上说"面包的破"）。此语句告诉我们基

督徒 的主的晚餐失措之中的第一个世纪 

"悖逆"的基础上。其它通道加强这一事实的耶稣的教会成员对定期采取了主的晚餐。例如

，保罗发言中 1 的科林斯的程序集的公司 16: 2。哥林多开会 （这点表示很好的系统） 

的每个星期天和他们每周的程序集 哥林多的主的晚餐带来的项目 （1 公司 11: 20)。虽然 

项目主的晚餐都被滥用、 哥林多 

知道他们要给主的晚餐每个星期天的元素。这是科林斯，以及实行新约基督教所有其他会

众规程 （1 公司 4: 17)。 

在我们读取时间当保罗有些家伙 基督徒 与此组实际上等待 "的这一周的第一天" （行为 

20： 6），星期日的行为 20，所以主的晚餐可以看出 （行为 20： 7）。 

尽管保罗很着急 (使徒 20: 

16)，他等了七天，所以他能满足与同胞基督徒"的这一周的第一天"（行为 20: 6) 

和分享主的晚餐 (交流)。此信息完全符合行为 2： 

42，说第一次的文本基督徒"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擘饼"。耶稣的教会成员分享主的晚餐每

个星期天。男子所建的教堂中, 

人可分享的主的晚餐，每年一次，每年两次，一旦某个季度或每月一次。 

如果信徒有主的晚餐 频度低于每周一次，他们 把带走 

什么神部旨在崇拜，因此改变神的神性模式 （比较 rev.22: 19)。如果 人 

提供主的晚餐每周超过一次， 他们 "添加到"上帝的 神圣的模式， 还犯了罪 (比较 rev.22: 

18)。如果人们没有星期天，"周第一天，"作为其特殊的日子，荣耀神的崇拜 (1 公司 16: 

2），它们也不能遵循新约模式的一部分，并且不因此新约教会的一部分。 

     

除了以识别通过其模式转换的新约教会，这样的人成为成员的这座教堂，圣经，和有主的

晚餐每个星期，并严格遵守新约教会可以通过识别其教给我们的。许多宗教团体呼吁非基



督徒的资金或他们所从事的烤销售和洗车之类的东西。世纪基督徒的新约教会成员的人，

"采取什么从外邦人"(未保存，3 

Jn.7)。今天新约教会成员仍满足所有其财政义务，通过自由意志捐款从成员 

；不想新约基督徒不要期望非成员到什么贡献，耶和华的工作。 

基督的教会也可能查明的人给的钱。许多宗教团体告诉其成员"银子"（给他们收入的 

10%）。如果某一宗教群体教奉献，这是一个肯定的信号，它是冒牌的教堂。奉献是给

了希伯来语国家旧约 》 的一部分。旧约 》 所载的各项规则， 

给予，保持安息日，动物的牺牲，特别的祭司，等，与这项法律生效了约 1500 

年。耶稣来到世界后，他说他的死会带来新的公约 》 (Lk。 22: 

20)，这种情况发生。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带走旧约整个系统 (罗马书 10： 4 和比较 

Heb.8： 5-13)。如果人们试图绑定旧约 》 

中的任何部分的人，并告诉人们"施与"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圣经 》 

所说的人"失宠"和"切断从基督"(Gal.伏安 5: 4)。 

而不是奉献，新约教会成员作出个人决定就给多少。事实上，属于基督的教堂受两个基本

的规则时，使： （1） 提供"愉快地和 (2) 使我们有了"繁荣"（1 公司 16： 2 ； 2 公司 9: 

7)。新约说 给我们会蓬勃发展，因为任何告诉人们"银子"(给 10%) 

的教堂是冒牌的教堂。那些要求或告诉人们 银子 教学"不同的福音"（Gal.1: 6-

9)。此错误是如此严重的保罗说那些试图绑定部分旧约 》 的人就像是 

嫁给了两名男子在同一时间 的女人 (罗马书 7： 1-4)。 

新约基督徒知道和教的 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老罗 (中校 2: 14) 和旧约 》 除包括消除对 

的十诫。像谋杀、 盗窃和通奸的事情仍然错 （罗马书 13： 9），但这些 行为 

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被禁止的新约。 人 可以"学习"从旧约 (Rom.15: 4)，但 

新约是现在都在下的法律。伪造组往往不能区分旧约和新 

（他们教十诫仍有约束力，人们需要施与，仍有需要继续安息日等），但这些东西没有老

师新约的基督徒。新约教会成员知道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 

新约教会成员正确区分旧约和新约，因为他们遵守上帝的旨意在音乐领域。旧约下系统 

的崇拜，人们使用 器乐 (着迷 150 ； 2 Chron.29:25)。根据新约 系统的崇拜，人 

特别告知"唱" （Eph.5： 19 ；中校 3: 16），这是新约基督徒做些什么。如果 新约 

说，"让音乐，"我们 会让 音乐 我们所选择的任何方式授权。自 神 

已明确表示，那些生活在新约的 歌唱 让音乐 （比较 Heb.13: 

15)，这是他的人民做了什么，这是另一个识别标记的基督教。如果我们唱和发挥 

的崇拜，我们将添加到 上帝的说明. 添加器乐崇拜"会崇拜"(中校 2: 23) 

的示例和超越"写什么"（1 公司 4: 6)。 

教堂合唱团是超越的另一个例子它超越的写的东西。圣经上说基督徒要"唱到另一个"（Ep

h.5： 19 ；中校 3： 

16），但一些使用教堂合唱团，"因为他们喜欢他们。崇拜并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它是关于上帝的模式 （比较 Jn.4: 24 耶稣说： 

我们"必须崇拜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做方式与上帝所说的事情，我们超越写出的东西 

（1 公司 4: 6) 我们"不再住在基督的学说"、"我们不是上帝"(2 Jn.9）。 



救亡与崇拜的主体是非常有用的新约教会分离冒牌的组，但这些不承认耶稣的真正的教会

的唯一途径。我们可能还确定哪些教堂真正遵循上帝的模式学习圣经说教堂 

组织。每个组织有某种类型的结构，包括总部或主要办事处，这也是如此的新约教会。耶

稣是他教会的头和他所在 (行为 1: 11) 的天堂。耶稣的天堂推进 (使徒 2: 30) 

告诉我们"总部的新约教会是天堂。说另一种方式，耶稣的教堂有没有世俗的总部 

；冒牌的教会，然而，经常有尘世的总部。耶稣的教堂也是自主 (自治)。 

所示行为 14: 23 和每个聚集的主教堂 1： 1，Phil.是 称为"的长者的地方领导人 

（这些人也称为主教、 presbyters、 牧师、 监督员、 

牧羊人。每年的这句话描述长者的工作的不同的方面）。保罗所述的资格 ，这些人 1 

小人对话 3： 1-5 和 他 说 长者 "照顾"（它们的规则rs 和） 当地 （1 小人对话 3: 

5)。泰特斯 "长者"指 在 Tit.1： 5 ，然后将其称为 "主教"在 Tit.1: 7。 

我们阅读的 长者 在犹太 (行为 11: 29-30)， 南部加拉太 （行为 14: 23)， 耶路撒冷 

（行为 15: 6)， 以弗所 （行为 20: 17)，和 小亚细亚 （1 银龙 5: 1)。有暗示的提 他们 1 

论文里 5: 12 和 Heb.13:17.Tit.在 1: 5，我们学习的长者 ，需要整个克里特岛 

(下称"每城"）。  

虽然上帝的教会领导模式不会超过本地会众，再高百分比的ligious 组具有 领导结构 

已超越本地 教会 （宗教团体有 一个众所周知的城市有关教堂总部 或另一个国家 

或有某种类型的区域、 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板). 

虽然这些安排是常见的他们是上帝的模式背道而驰。教会组织只是更多方法之一基督的教

会分开由男人的仿制品。 

     耶稣 是头的教会，长者是本地的领导人，和 耶稣的教堂有特别的仆人，称为 

"执事"（Phil.1: 1)。 基督教也已作为 传道人的男人。保罗和蒂莫西 · 两个 世纪的 部长 

和se 男子 被 称为 "的公务员 在 Phil.1： 

1。与教会建造的男性领导人，并经常在会中最重要的人传道人在哪里，不同的是圣经 》 

说在基督的教堂的传教士是的 . The remaining members in Jesus Jesus’ church has 

special servants known as The church of Christ also has men who serve as two 
ministersse menreferred to as in Phil. 1:1. Unlike the churches built by men where 
preachers are the leaders and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congregation, the 
Bible says the preachers in Christ’s church are servantsJesus’ church of the New 
Testament are simply called “saints.” 

前款所述的教会组织的新约模式"神职人员平信徒"系统发现在很多钞票站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在许多人为教会必须有"官方人"施人或帮助与崇拜。基督教神的模式表示所有保

存的是"祭司"（1 银龙 2: 5 9)。人分为"牧师及平信徒"，而不是耶稣说："都是弟兄"(山 

23: 8)。保罗反映了这一点，指出如何哥林多的几个帮助中与崇拜 (1 公司 14: 

26)。哥林多知道他们崇拜不需要进行特殊的牧师或某种类型的神圣的位因为所有基督徒"

祭司"(rev.1: 6; 5: 10)，所有基督徒被都认为是"圣洁"（1 银龙 1: 15)。 

唯一的限制有崇拜中的主导作用的时候是一个人的性别。说另一种方式，妇女不允许在大

会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目前的人 （1 公司 14: 34-35 和比较 1 小人对话 2： 8-

13)。在基督教，任何基督教的男性可以帮助崇拜，教或宣扬。有妇女传道人的教堂是大

多数肯定冒牌的教会，因为他们违反了保罗 1 中所说的： 公司 14: 34-35 和 1 小人对话 



2： 8-13。上帝赐给新约教会"模式 （2 小人对话 1: 13) 

和所有需要使用此模式来标识，并使用"基督教"在他们的社区。 

有 我们 发现， 我们 基督所建的一个教堂的一部分吗？如果基督堂 (rom。 16: 16) 

不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开始一个与实践新约基督教 

（即做事，正如新约介绍）。我们可以开始聚集，在我们的家 （1 公司 16: 19 ；上校 4: 

15;Phile。 2） 或使用租用的空间启动 」 的精神和真理 (Jn.4: 

24)。我们当然不希望会"离开神的诫命和坚守传统的男子"（Mk.7: 8) 

伪造组的一部分。请记住，"所有基督教协进会向你们都致敬"(罗马书 16: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