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我曾经祷告接受耶稣

基督为我个人生命的救主，
但我还没有洗礼，这样是不
是表示我还不是一个基督
徒？要成为基督徒就一定
要洗礼吗？

答：
如何成为基督徒？
许多人在开始接触基

督教信仰时，对自己的身份
感到疑惑，怎么做才能成为
基督徒？是进行洗礼之后
吗？其实，当一个人相信主
耶稣为他个人的罪钉死在
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宝血洗
净了我们的罪，且在三天后
复活。在他愿意接受和承
认主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
时，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而
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论，
有更深的意义——我们成
为神的儿女。

为什么洗礼？
1.主的命令，洗礼的意义

既然只要心里相信、口
里承认就成为基督徒，那还
有洗礼的必要吗？是的，需
要。因为这是主耶稣吩咐
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 、圣 灵 的 名 给 他 们 施
洗。”（太28:19）

洗礼也象征生命的旧
我，与主耶稣一同钉十架、
受死、埋葬，并且复活。生
命与主耶稣连接，使我们拥
有新生命的意义：“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
的 人 是 受 洗 归 入 祂 的 死
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
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
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
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
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
他联合。”（罗6:3-5）

2.不洗礼=不得救？
但是当留意的是，不洗

礼不等于不得救。有的人
可能在还没有机会受洗以
前就离世。而圣经里就有
一个例子，就是和主耶稣一
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罪
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
一个罪犯也讥笑耶稣，说：
『祢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
和我们呀！』另一个罪犯却
责备他说：『你同样是受刑
的，难道不怕上帝吗？我们
是罪有应得，但这个人没有
犯过罪。』他随即恳求耶
稣：『耶稣啊，当祢来执掌
王 权 的 时 候 ，请 祢 记 得
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

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一起
在 乐 园 里 了 。』”（路 23:
39-43，当代译本）在当时
的情况下，那罪犯是不可能
受洗的，然而在他生命的最
后一刻，他承认自己的过
犯，并接受耶稣基督。

3.以行动、看得见的形
式，公开表明内心看不见的
相信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
稣是主，就成为神的儿女。
但一个人心里相信的真伪
没有人能看见。因此，洗礼
亦是信徒将人内心看不见
的相信，以看得见的方式，
向教会、亲友、甚至是黑暗
势力公开表明自己属于主
耶稣基督、与主连合，以及
自 己 对 信 仰 的 认 真 与 委
身。就像一对交往的男女，
藉着进入婚姻、举行婚礼，
正式向身边的亲友公告他
们从今以后属于彼此，第三
者从此以后没有介入的机
会和可能，洗礼亦然，是一
个慎重的决定——公告自
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从今以
后属于基督。

非信徒看基督教的洗
礼，同样是神圣和认真、不
可回头的决定。因此不少
初信徒被家人劝阻“信就

好，不需要洗礼”。希望信
主的家人无需对信仰过于
委身；或担心初信主的家人
只是凭着一时的热忱，而不
洗礼是为自己保留未来有
“改变主意”的机会。非信
徒家人的劝阻，消极而言，
看似对初信徒信仰追求的
拦阻。在积极层面上，对初
信徒何尝不是“真相信”和
对信仰委身的“信心考场”
呢？这也是给予信徒认真
的思考空间：在洗礼以前，

确定洗礼的意义和个人的
动机。了解洗礼并非为了
应付牧师，讨好家人，或者
与朋友一同凑热闹，而是确
立个人与主的关系，未来紧
跟随主耶稣的信仰道路。

4.归入主的教会
也有的信徒认为，只要

相信主耶稣就足够了，不需
要到教会和洗礼。但是，洗
礼除了有以上的意义，也表
示正式加入成为教会的一
份子。基督教信仰并不只

是个人的事情，也是与不同
的信徒，一起在主耶稣基督
里成长、扶持、再将主耶稣
赐下得救的好消息传扬出
去。因此，我们需要加入教
会，被神的真道养育长大，
学习将所听的真理活出来，
见证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谁。

因此，若您已经接受主
耶稣基督为救主，鼓励您参
与教会，一同在主里彼此学
习、彼此成长。愿神赐福
您！ 来源：中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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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13：17-21的
思考问题：敬重教会的领袖

在基督徒群体当中的
忠心领导，应当是教导与榜
样並重的.作为一位领袖，
他必须教导神的道，而且其
信心也必须足够为楷模
（13：7）。作者如今继续強
调另外一些同样至为重要
的素质。他们必须认定其
领导乃是牧养性的，要向神
交账的，而且是需要倚靠别
人的。

1.牧养的领袖（13：17）
经文在这里形容领袖

们为那些替信徒灵魂警醒
的人。他们要警醒，如同牧
羊人照顾羊群那样，时刻为
可能出现的危机操心担
忧。信徒应当如何来回应

这些如此委身的牧养领
袖呢？他们应当在回应
中听从，在敬重中顺服，
並在爱心中合作。
在回应中听从
假如信徒只是聆听这

些领袖的话语，而没有付诸
实行，他们的教导事工的价
值就会变得很有限。我们
需要慎思明辨，也需要顺服
神所启示的话语。

在敬重中顺服
作者劝勉信徒要服从

他们的领袖。任何群体如
果要有和谐及行事顺𣈱，就
必须清楚地确认领袖的权
柄。然而，过度的依赖属灵
导师也可能会出现歪曲或
操纵的弊病。有类似教皇
体制的错误教导。

在爱心中合作
作者催促会众要乐意

用爱心回应他们的领袖，使
他们在交账时能够喜乐。

若属灵领袖需要在冷酷与
敌对下服事教会，对会众将
会是一种损失。

2.交账的领袖
教会的领导事工，不能

单从一个今世的观点来运
作。所有美善的基督徒事
奉都带有一个来生的意
义。这些领袖知道：当那伟
大的日子来临，他们都要交
账。经文所提到的服事者
的喜乐，指的可能不是他们
当前的滿足，而是最终的结
局。

牧者们至终不是为其
领导向任何教会成员负责，
他们受神委任，因此是向神
负责。这事工涉及永恒性
的课题，因此也就带着永恒
性的后果。

3. 倚 靠 的 领 袖（13：
18-21）

作者自己理解领导乃
是一份谦卑的服事，这可从

他的请求中看得出来。他
请会众为他自己来祷告，然
后才在结尾的祝福中为他
们祷告。

他 们 为 他 祷 告（13：
18-19）

作者深知没有人可以
在缺乏帮助支持之下，能够
有效地发展基督的工作，因
此他请求会众继续为他祷
告。他以迫切地恳求的语
气请求信徒为他代祷。

遵从神藉之向我们说
话的道，而又藉着不停地祷
告向神说话，这两方面乃是
不能分割的属灵责任。对
神话语的顺服就会引致对
神子民的关爱。

他 为 他 们 祷 告（13：
20-21）

作者藉着一个祷告，把
这富有启发性的书信带到
一个莊严宏伟的结论去。
他为那些透过在基督徒聚

会中宣读其书信来聆听他
话语的人祷告。他最大的
期盼是主能夠在各样的善
事上装备他们。作者对他
所祷告的神的信心，与他所
祷告的內容同样重要。

问题：
1.这几節文指出教会领

导工作的特征是什么？
2.有人鼓吹：信徒方面

的个人决定，都得向某位教
会领袖来负责：为什么对于
一个实行上述作法的人来
说．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或甚至是危险？
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牧

养我们的领袖向主你献上
感恩的心，感谢牧者们的辛
劳，为群羊的属灵生命警醒
和向主你交账。愿圣灵在
我们身上动工，对牧养者们
以行动回应聆听，以顺服
回应敬重，以合作回应爱
心。愿那永不衰退的冠冕
在天上为他们存留。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们！ 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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