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成為基督徒 

  

"新約基督教"一詞只是指做事新約介紹。上帝有"圖案的音詞"基督教信仰和我們要舉行這

種模式 （2 小人對話 1: 13)。上帝的模式是"窄門"，導致生活的一部分 （山 7： 13-

14)，這種模式下，如果人們會使用它，消除了宗教的混亂和宗教司 (比較 1 公司 14: 

33)。當人們不知道上帝的模式或他們拒絕它的某些部分時，會有成百上千個不同的宗教

團體，所有自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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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1 公司 4: 17)。 

上帝的模式的最基本的部分之一位於轉換 

（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方式）。如下圖所示，上帝的模式轉換的赦免需要 信仰 

（信仰）、 懺悔 （車削從單）、 懺悔，和 洗禮 (在水中浸泡)。 

  
聖經詩歌 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命令 祝福 
Mk.16: 16： 相信 和 受洗 保存 
行為 2: 38： 懺悔 和 洗禮 使罪得赦 
行為 22: 16： 出現 和 受洗 洗去罪 

  

中的資訊 Mk.16: 16 一起被形容為 培訓 ； 正如棚車相連一起耦合 

pin，所以"和"一詞加入 的命令的"掩飾f"和"洗禮"（耶穌說一個人必須 相信 和 洗 

之前他可以"保存"）。因為那些行為 2 中聽到或相信的福音 (使徒 2: 37) 

的事實，告訴他們懺悔，並受洗，他們可能收到"寬恕的罪"（行為 2: 38)。行為 2 

中的資訊，還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子， 懺悔，一句話，這意味著"以更改為好。P人們誰 

原來 恨 (使徒 2: 36) 的耶穌 後悔 (他們 

開始愛和跟隨耶穌)。人們相信，與悔改後，他們將會 受洗，"滌罪"的行為 (使徒 22: 

16)。 

在前面的圖表通道，除了在聖經 》 還解釋了的洗禮的目的 Gal.3: 27 (保羅說洗禮放人 

"進入基督"）。如果一個人長大了，要為他的行為負責，他是 "在基督"或"出的基督。 

如果某人是長大了，要對他的行為負責，他是"外基督"，他有 

沒有精神的祝福，其中之一是 救世 (2 小人對話 2: 10)。那些"在基督裡"有所有精神祝福 

(Eph.1： 3），其中之一就是拯救.依法 Gal.3: 27 

人不請輸入"到基督"中，直到他有了正確的洗禮。 

     除了在 耶穌和保羅 說洗禮拯救過程的一部分，有的資訊在 1 銀龍 3: 20-

21。彼得描述如何水 擔任一條分隔線，挪亞和他的家人 （神用洪水分開保存丟失，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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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抬起約櫃和那些在安全和水導致未保存的淹沒。事實上，彼得說，挪亞和他的家

人被"水通過保存"（1 銀龍 3： 20）。彼得還說： 

今天有的人"容貌與這個容貌是"洗禮"（1 銀龍 3: 21)。換句話說，現在 

j烏斯季如水分開保存從丟失在古代的世界中，所以水 (洗禮） 除以 保存從丟失 

基督教時代 下 （又見前面的圖表）。彼得 進一步指出如何 洗禮，不是為 "肉體的汙物" 

（它是不是一個物理汙物過程），1 銀龍 3: 21。用於精神汙物的洗禮 — — 單— 2: 38 

所述行為和行為 22: 16。 

諾亞分開的未保存的洪水中有沒有特別的權力和現在用於施人的水中有沒有特別的權力



。我們從單的理由來通過耶穌的血 （保羅了這一觀點在 rom。 5: 9 

和他解釋說，這個過程是如何工作的羅馬書 6: 1-4)。 

證明下麵的圖形，而是血的提供通過 我們照顧部委禮罪人的方式，耶和華的死亡、 

埋葬和復活訪問耶穌的好處。任何人認為後，他是 不 

會保存。信徒必須經歷"死亡"。死亡 這是另一個描述的懺悔 (的人必須把從單。比較中校 

3： 7 ；行為 2: 38;13: 3 ； 路加福音。行為 17: 

30）。人必須"死到單"（悔改），他們做不"死在單"（在地獄裡永遠滅亡）。
 

 
 

相信某人，後悔後 （死了單），他是願意承認耶穌是神的兒子 （行為 8: 37 ； 1 

小人對話 6: 12)，然後將"通過洗禮的基督的陪葬"（羅馬書 6: 4)。人有正確受洗後，他已 

"新生"(羅馬書 6: 4)。 

許多人認為這種新的生活 (得救，寬恕的罪和所有精神祝福） 之前 

的洗禮，但聖經一再表示，這是不正確。耶穌說，一個人"保存" 後 受洗 (Mk.16: 

16)。彼得說： 一個人有自己的罪孽的寬恕" 後 受洗 （行為 2: 38)。名叫說的罪沖走了" 

由受洗 (使徒 22: 16)。保羅說"洗禮" 放到基督的人 (Gal.3: 27)。一個人收到新的生活 後 



的洗禮 （羅馬書 6: 4)。耶穌說，一個人必須將"重生"(Jn.3: 3) 和這新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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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懺悔自己的罪孽、 

承認耶穌是神的兒子，"葬與基督""自己的罪孽原諒"。 

     描述的洗禮 (Rom.6： 4 和中校 2: 12) 的"埋葬"告訴我們，聖經洗禮要求 （我們做不 

埋葬 的或或對它潑髒） 浸泡 。埋葬 指某人或某物被覆蓋，這是什麼 新約洗禮要求 

（某人是淹沒在和因此被水覆蓋）。當約翰起初的人時，他的洗禮需要多的水 (Jn.3: 

23)。事實上，這首詩說約翰洗禮在這個地方，"因為"那裡是 那裡很多水。 

洗禮赦免是轉換，上帝的模式的一個重要部分，但這是新約基督教的一個特性。神 

也創造了一個特別的地方，稱為"教會" （這個詞描述已保存的)。耶穌 答應 

"建立他的教會"(山 16: 18) 和 這一承諾要求他可怕死 (使徒 20: 28). 

耶穌並建立他的教會和他建了只有 一個教會 （請注意，在山中"教會"一詞是奇異的 16: 

18)。 

在 Eph.1: 22-23 保羅為耶穌的描述 "教會" 

"身體"("到教堂，是他的身體"）。說另一種方式，保羅斷言字 教會 和 身體 都可互換 

("教堂"和"正文"描述同一件事)。這一事實的意義在 Eph.中看到 4： 4、 

凡保羅說上帝的地方僅有一體。因為 你只是"一體"(Eph.4: 

4），這"一個主體就是教會"(Eph.1： 22-23）， 再是 一個教會 

了上帝的批准。在世界中，可以找到許多別的教會，但這些教會不是由基督的教堂的一部

分。這些其他教堂是冒牌的團體已建成的男子 (山 15： 8-9) 

和耶穌說，因為上帝沒有建立，他們，這些組將一天被摧毀了 (山 15: 13)。 

冒牌教會的問題是那麼壞耶穌說："不說我主啊，主啊，每個人都應進入天國 

；但他那該死的我在天上的父親的意願。22 

的許多人會說，我在那一天，主啊，主啊，沒有我們不說預言，通過你的名字，和你的名
裡趕鬼，和你的名字做很多強大的工程嗎？23、 然後眾人，將信奉我從來不知道你： 

離開我，你們這些作惡"(山 7: 21-23)。 

如果我們想真正熱愛並且侍奉上帝，我們必須找出與耶穌的一個真正的教會的冒牌組而不

是與工作。聖經 》 説明我們確定哪些教堂是正確的聖經 ； 

通過我們可以通過使用"模式識別正確的教堂 (2 小人對話 1: 13) 

在神的話語中找到。基督的教會的模式包括人們如何成為基督徒，耶穌的教會的崇拜如何

、 上帝教會如何組織的和其成員的做這樣的事情。 

已在上述資訊，解釋如何保存人中找到一個識別標誌的耶穌的教堂： 人必須相信 

(Heb.11: 6) ；懺悔自己的罪孽 (Lk。 13： 3 ；行為 17: 30） ；承認耶穌是神的兒子 

(羅馬書 10： 9），並受洗的赦免 (行為 2: 38 ； 22: 16)。聖經 》 

從不跟我說話"到心，接受耶穌"之類的"祈禱的罪人，"或"接受基督祈禱"。 

前一段所述的人所示上帝的模式轉換後，聖經 》 說耶穌"加"的人，他的教堂 (使徒福音 2: 

47)。由男人 （冒牌組） 的教會，人往往"加入"教堂或他們"投票"到它。行為 2: 47 

說耶穌的教會中的成員身份由主自己控制。說另一種方式，人們不能"加入"新約教會。他

們既不會贊成進去。人們會自動成為其成員的後他們按照上帝的模式的轉換。 

新約教會還能得到什麼的認可。五旬節天人成為基督徒後 （行為 2： 36-

38），盧克說他們"繼續定睛在使徒的教學和研究金、 餅、 祈禱"（行為 2: 

42)。這篇文章顯示上帝的示例部分涉及的定期會議，並列入此詩的做的事情。最虔誠的



宗教團體都 致力於 "祈禱"和"金，"但最是不"悖逆"的其他兩個特點與行為 2: 42 

(使徒"教學和"麵包打破")。 

耶穌的教堂，可以部分由其嚴格遵守 使徒的原則 （我們現在已經在聖經 》 中的資訊） 

的標識。而之後的規則和規定的男人 (山 15: 9) 基督的教會成員使用聖經 》 

作為其唯一的指南。新約基督徒知道上帝賜給"自由的法律完善” （Jas。 1: 25) 

與此資訊使"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屬於"（2 銀龍 1: 

3)。說另一種方式，已完成的新約"虛假我們每善事"（2 小人對話 3： 16-

17)。因此，新約的基督徒 （那些基督的教會的一部分） 單靠這"教學形式"（rom。 6: 

17) 的"模式"（2 小人對話 1: 13) 他們需要服務和崇拜上帝"真相"(Jn.4: 

24)。冒牌教會依靠信條，從他們"教堂"的總部，資訊教堂手冊等。 

行為 2: 42 

還提到"麵包打破"（即主的晚餐。希臘文本從字面上說"麵包的破"）。此語句告訴我們基

督徒 的主的晚餐失措之中的第一個世紀 

"悖逆"的基礎上。其它通道加強這一事實的耶穌的教會成員對定期採取了主的晚餐。例如

，保羅發言中 1 的科林斯的程式集的公司 16: 2。哥林多開會 （這點表示很好的系統） 

的每個星期天和他們每週的程式集 哥林多的主的晚餐帶來的專案 （1 公司 11: 20)。雖然 

專案主的晚餐都被濫用、 哥林多 

知道他們要給主的晚餐每個星期天的元素。這是科林斯，以及實行新約基督教所有其他會

眾規程 （1 公司 4: 17)。 

在我們讀取時間當保羅有些傢伙 基督徒 與此組實際上等待 "的這一周的第一天"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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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保羅很著急 (使徒 20: 

16)，他等了七天，所以他能滿足與同胞基督徒"的這一周的第一天"（行為 20: 6) 

和分享主的晚餐 (交流)。此資訊完全符合行為 2： 

42，說第一次的文本基督徒"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擘餅"。耶穌的教會成員分享主的晚餐每

個星期天。男子所建的教堂中, 

人可分享的主的晚餐，每年一次，每年兩次，一旦某個季度或每月一次。 

如果信徒有主的晚餐 頻度低於每週一次，他們 把帶走 

什麼神部旨在崇拜，因此改變神的神性模式 （比較 rev.22: 19)。如果 人 

提供主的晚餐每週超過一次， 他們 "添加到"上帝的 神聖的模式， 還犯了罪 (比較 rev.22: 

18)。如果人們沒有星期天，"周第一天，"作為其特殊的日子，榮耀神的崇拜 (1 公司 16: 

2），它們也不能遵循新約模式的一部分，並且不因此新約教會的一部分。 

     

除了以識別通過其模式轉換的新約教會，這樣的人成為成員的這座教堂，聖經，和有主的

晚餐每個星期，並嚴格遵守新約教會可以通過識別其教給我們的。許多宗教團體呼籲非基

督徒的資金或他們所從事的烤銷售和洗車之類的東西。世紀基督徒的新約教會成員的人，

"採取什麼從外邦人"(未保存，3 

Jn.7)。今天新約教會成員仌滿足所有其財政義務，通過自由意志捐款從成員 

；不想新約基督徒不要期望非成員到什麼貢獻，耶和華的工作。 

基督的教會也可能查明的人給的錢。許多宗教團體告訴其成員"銀子"（給他們收入的 

10%）。如果某一宗教群體教奉獻，這是一個肯定的信號，它是冒牌的教堂。奉獻是給



了希伯來語國家舊約 》 的一部分。舊約 》 所載的各項規則， 

給予，保持安息日，動物的犧牲，特別的祭司，等，與這項法律生效了約 1500 

年。耶穌來到世界後，他說他的死會帶來新的公約 》 (Lk。 22: 

20)，這種情況發生。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帶走舊約整個系統 (羅馬書 10： 4 和比較 

Heb.8： 5-13)。如果人們試圖綁定舊約 》 

中的任何部分的人，並告訴人們"施與"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聖經 》 

所說的人"失寵"和"切斷從基督"(Gal.伏安 5: 4)。 

而不是奉獻，新約教會成員作出個人決定就給多尐。事實上，屬於基督的教堂受兩個基本

的規則時，使： （1） 提供"愉快地和 (2) 使我們有了"繁榮"（1 公司 16： 2 ； 2 公司 9: 

7)。新約說 給我們會蓬勃發展，因為任何告訴人們"銀子"(給 10%) 

的教堂是冒牌的教堂。那些要求或告訴人們 銀子 教學"不同的福音"（Gal.1: 6-

9)。此錯誤是如此嚴重的保羅說那些試圖綁定部分舊約 》 的人就像是 

嫁給了兩名男子在同一時間 的女人 (羅馬書 7： 1-4)。 

新約基督徒知道和教的 耶穌釘在十字架的老羅 (中校 2: 14) 和舊約 》 除包括消除對 

的十誡。像謀殺、 盜竊和通姦的事情仌然錯 （羅馬書 13： 9），但這些 行為 

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被禁止的新約。 人 可以"學習"從舊約 (Rom.15: 4)，但 

新約是現在都在下的法律。偽造組往往不能區分舊約和新 

（他們教十誡仌有約束力，人們需要施與，仌有需要繼續安息日等），但這些東西沒有老

師新約的基督徒。新約教會成員知道舊約和新約之間的區別。 

新約教會成員正確區分舊約和新約，因為他們遵守上帝的旨意在音樂領域。舊約下系統 

的崇拜，人們使用 器樂 (著迷 150 ； 2 Chron.29:25)。根據新約 系統的崇拜，人 

特別告知"唰" （Eph.5： 19 ；中校 3: 16），這是新約基督徒做些什麼。如果 新約 

說，"讓音樂，"我們 會讓 音樂 我們所選擇的任何方式授權。自 神 

已明確表示，那些生活在新約的 歌唰 讓音樂 （比較 Heb.13: 

15)，這是他的人民做了什麼，這是另一個識別標記的基督教。如果我們唰和發揮 

的崇拜，我們將添加到 上帝的說明. 添加器樂崇拜"會崇拜"(中校 2: 23) 

的示例和超越"寫什麼"（1 公司 4: 6)。 

教堂合唰團是超越的另一個例子它超越的寫的東西。聖經上說基督徒要"唰到另一個"（Ep

h.5： 19 ；中校 3： 

16），但一些使用教堂合唰團，"因為他們喜歡他們。崇拜並不是我們所喜歡的 

；它是關於上帝的模式 （比較 Jn.4: 24 耶穌說： 

我們"必須崇拜的真理"）。如果我們不做方式與上帝所說的事情，我們超越寫出的東西 

（1 公司 4: 6) 我們"不再住在基督的學說"、"我們不是上帝"(2 Jn.9）。 

救亡與崇拜的主體是非常有用的新約教會分離冒牌的組，但這些不承認耶穌的真正的教會

的唯一途徑。我們可能還確定哪些教堂真正遵循上帝的模式學習聖經說教堂 

組織。每個組織有某種類型的結構，包括總部或主要辦事處，這也是如此的新約教會。耶

穌是他教會的頭和他所在 (行為 1: 11) 的天堂。耶穌的天堂推進 (使徒 2: 30) 

告訴我們"總部的新約教會是天堂。說另一種方式，耶穌的教堂有沒有世俗的總部 

；冒牌的教會，然而，經常有塵世的總部。耶穌的教堂也是自主 (自治)。 

所示行為 14: 23 和每個聚集的主教堂 1： 1，Phil.是 稱為"的長者的地方領導人 

（這些人也稱為主教、 presbyters、 牧師、 監督員、 



牧羊人。每年的這句話描述長者的工作的不同的方面）。保羅所述的資格 ，這些人 1 

小人對話 3： 1-5 和 他 說 長者 "照顧"（它們的規則rs 和） 當地 （1 小人對話 3: 

5)。泰特斯 "長者"指 在 Tit.1： 5 ，然後將其稱為 "主教"在 Tit.1: 7。 

我們閱讀的 長者 在猶太 (行為 11: 29-30)， 南部加拉太 （行為 14: 23)， 耶路撒冷 

（行為 15: 6)， 以弗所 （行為 20: 17)，和 小亞細亞 （1 銀龍 5: 1)。有暗示的提 他們 1 

論文裡 5: 12 和 Heb.13:17.Tit.在 1: 5，我們學習的長者 ，需要整個克里特島 

(下稱"每城"）。  

雖然上帝的教會領導模式不會超過本地會眾，再高百分比的ligious 組具有 領導結構 

已超越本地 教會 （宗教團體有 一個眾所周知的城市有關教堂總部 或另一個國家 

或有某種類型的區域、 國家和世界範圍內的板). 

雖然這些安排是常見的他們是上帝的模式背道而馳。教會組織只是更多方法之一基督的教

會分開由男人的仿製品。 

     耶穌 是頭的教會，長者是本地的領導人，和 耶穌的教堂有特別的僕人，稱為 

"執事"（Phil.1: 1)。 基督教也已作為 傳道人的男人。保羅和蒂莫西 · 兩個 世紀的 部長 

和se 男子 被 稱為 "的公務員 在 Phil.1： 

1。與教會建造的男性領導人，並經常在會中最重要的人傳道人在哪裡，不同的是聖經 》 

說在基督的教堂的傳教士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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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所述的教會組織的新約模式"神職人員平信徒"系統發現在很多鈔票站形成鮮明對比。

事實上，在許多人為教會必須有"官方人"施人或説明與崇拜。基督教神的模式表示所有保

存的是"祭司"（1 銀龍 2: 5 9)。人分為"牧師及平信徒"，而不是耶穌說："都是弟兄"(山 

23: 8)。保羅反映了這一點，指出如何哥林多的幾個説明中與崇拜 (1 公司 14: 

26)。哥林多知道他們崇拜不需要進行特殊的牧師或某種類型的神聖的位因為所有基督徒"

祭司"(rev.1: 6; 5: 10)，所有基督徒被都認為是"聖潔"（1 銀龍 1: 15)。 

唯一的限制有崇拜中的主導作用的時候是一個人的性別。說另一種方式，婦女不允許在大

會中發揮主導作用，如果目前的人 （1 公司 14: 34-35 和比較 1 小人對話 2： 8-

13)。在基督教，任何基督教的男性可以説明崇拜，教或宣揚。有婦女傳道人的教堂是大

多數肯定冒牌的教會，因為他們違反了保羅 1 中所說的： 公司 14: 34-35 和 1 小人對話 

2： 8-13。上帝賜給新約教會"模式 （2 小人對話 1: 13) 

和所有需要使用此模式來標識，並使用"基督教"在他們的社區。 

有 我們 發現， 我們 基督所建的一個教堂的一部分嗎？如果基督堂 (rom。 16: 16) 

不存在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可以開始一個與實踐新約基督教 

（即做事，正如新約介紹）。我們可以開始聚集，在我們的家 （1 公司 16: 19 ；上校 4: 

15;Phile。 2） 或使用租用的空間啟動 」 的精神和真理 (Jn.4: 

24)。我們當然不希望會"離開神的誡命和堅守傳統的男子"（Mk.7: 8) 

偽造組的一部分。請記住，"所有基督教協進會向你們都致敬"(羅馬書 16: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