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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並不孤單如果你對相信基督的合理性依然猶疑不定，

那不要緊。請你把耶穌的話存在心裡，無須自行解決疑

慮。因為基督告訴我們︰「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

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上帝，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約

翰福音 7 章 17 節）

 如果你接受相信基督的合理性，請記住聖經對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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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接受上帝所賜的赦罪與永生的恩典，你可以

做下列的禱告：「天父上帝，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我知

道我無力救我自己，我相信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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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已經決定接受基督，請寫信或 e-mail 來告訴我

們。你將會收到有關禱告與聖經研讀的材料，這些都是非

賣品，是專門為幫助你學習如何做上帝的兒女，如何使新

生命成熟而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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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52) 2626-1102 • Fax: (+852) 2626-0216 • E-mail: hongkong@odb.org

台灣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Foundation
PO Box 47-260, Taipei 10399, Taiwan R.O.C.
Tel: (+886-2) 2585-5340 • Fax: (+886-2) 2585-5349 • E-mail: taiwan@odb.org
財團法人基督教真理文化傳播基金會，10399台北市郵局第47之260號信箱

你也可以上網站ourdailybread.org/locations，查詢有關靈命日糧事工辦公室
的聯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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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創立者可信

 主耶穌基督宣告說，祂成就了先知的預言從天降下、

為我們的罪受死，並把一切信祂的人帶到天父那裡。從理

論上講，這位基督要麼是騙子、瘋子、傳說中的人物，不

然就是天上的主。公元第一世紀跟從祂的人都知道祂是天

上的主降下為人，他們宣講曾看到基督在水面行走，目睹

祂平靜風浪，看見祂醫治癱子，也親身經歷祂用五餅二魚

餵飽五千人，他們知道祂的生活無可指責，也看到祂慘死

和復活。基督在世上工作的期間，有些跟隨者因祂的教訓

產生了爭論，因而離開不再跟隨祂。那時，基督問那些與

祂最親近的門徒是否也要離去，彼得代表門徒回答說︰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你是上帝的聖者。」（約翰福音 6 章 68-69 節）

  基督教的聖經可信

 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聖經，這是一本歷時一千六百年

之久、由四十多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地點

所寫成。它述說一個始於創造、延續到永恆的故事。考古

學的成果證實了它的歷史和地理記載真實可靠，昆蘭的死

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 of Qumran）證實聖經雖經

無數次抄錄才傳到我們手中，內容卻絲毫不變。這本書既

不是源於東方，也不是出自西方，而是產生於中東這個人

類文明的搖籃。這本聖經，現在仍對我們說話，依然秉承

2

屬靈的能力，並完全符合先知的預言，具有令人信服的準

確性。

  基督教對生命的解釋可信

 世上所有的信仰體系都嘗試著闡釋我們生存的意義，

都力圖闡明我們對生命真諦的渴求、解明苦難的問題和死

亡的必然性，都想設法讓宇宙的設計與我們個人的生活調

和。然而，基督教信仰反映出對自然界萬千物種和生態系

統無微不至的關注；只有基督講說的天父關心掉在地上的

一隻麻雀，數算我們的每一根頭髮（馬太福音 10 章 29-31

節）；只有基督傳講的上帝對祂創造的一切關懷備至；只

有基督從天上降世為人，體會我們的感受，並替我們受苦

受死；只有基督所啟示出來的上帝，在自然界的設計和各

種事物上顯明祂關心自己的一切創造（詩篇 19 篇 1-6 節；

羅馬書 1 章 16-25 節）。

  基督教與過去的聯繫可信

 基督教信仰把我們與最遠古的祖先聯繫起來，相信耶

穌基督的人就是接受同一位創造主，祂是亞當、亞伯拉罕、

撒拉和所羅門王敬拜的主。耶穌並沒有拋棄過去，在過去

的世代祂是上帝（約翰福音 1 章 1-14 節），祂降世為人生

活在我們中間時，就指教我們如何按照上帝最初的心意生

活。祂死的時候，成全了舊約時代的獻祭制度。祂從死裡

復活帶來救恩，成就了上帝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地上

的萬族要因他的後裔得福。基督教信仰其實在基督降生為

人之前業已存在，整本聖經從頭到尾都在講述同一件事，

就是基督的事，也是我們的事（使徒行傳 2 章 22-39 節；

哥林多前書 15 章 1-8 節）

  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可信

 最初的基督徒跟隨基督並不是因政治和宗教紛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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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們最關注的不是道德和社會問題。他們不是才高八

斗的神學家，也不是學富五車的社會哲學家。他們是見證

人，冒著生命危險告訴人們，他們親眼目睹一位無辜者

被殺害，三日之後又奇蹟般地向他們顯現（使徒行傳 5 章

17-42 節）。他們的講述具體入微，就是耶穌在羅馬巡撫本

丟．彼拉多手下被釘十字架，屍體被埋葬在墳墓裡，然後

用石頭封住，還有兵丁把守，以免有人盜走屍體。然而，

三天之後墳墓空了，這些見證人冒著生命危險宣告耶穌復

活了。

  基督教有改變生命的力量

 第一批門徒不僅有了戲劇性轉變，連他們最凶惡的一

位敵人也徹底地改變，他就是保羅，他從殘害基督徒的元

兇變成基督教的堅定護衛者（加拉太書 1 章 11-24 節）。他

後來寫信給哥林多教會，還講到其他人的轉變。他說「你

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

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

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

帝的國。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上帝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

義了。」（哥林多前書 6 章 9-11 節）

  基督教對人性的分析可信

 聖經指出，社會的真正問題就是人心的問題。在一個

資訊爆炸和科技發達的時代，人性的敗壞污穢了家庭、政

府、科學，工業、宗教、教育和藝術領域。在一個文明空

前發達的社會中，卻充滿著種族歧視、吸毒、虐待、離婚

和性病傳染等問題。許多人樂意相信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

愚昧、飲食和政府，但耶穌對我們這個時代和其他一切時

代宣告說︰「因為從心裏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姦淫、

苟合、偷盜、妄證、謗讟，這都是污穢人的。」（馬太福音

15 章 19-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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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你是上帝的聖者。」（約翰福音 6 章 68-69 節）

  基督教的聖經可信

 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聖經，這是一本歷時一千六百年

之久、由四十多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地點

所寫成。它述說一個始於創造、延續到永恆的故事。考古

學的成果證實了它的歷史和地理記載真實可靠，昆蘭的死

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 of Qumran）證實聖經雖經

無數次抄錄才傳到我們手中，內容卻絲毫不變。這本書既

不是源於東方，也不是出自西方，而是產生於中東這個人

類文明的搖籃。這本聖經，現在仍對我們說話，依然秉承

2

屬靈的能力，並完全符合先知的預言，具有令人信服的準

確性。

  基督教對生命的解釋可信

 世上所有的信仰體系都嘗試著闡釋我們生存的意義，

都力圖闡明我們對生命真諦的渴求、解明苦難的問題和死

亡的必然性，都想設法讓宇宙的設計與我們個人的生活調

和。然而，基督教信仰反映出對自然界萬千物種和生態系

統無微不至的關注；只有基督講說的天父關心掉在地上的

一隻麻雀，數算我們的每一根頭髮（馬太福音 10 章 29-31

節）；只有基督傳講的上帝對祂創造的一切關懷備至；只

有基督從天上降世為人，體會我們的感受，並替我們受苦

受死；只有基督所啟示出來的上帝，在自然界的設計和各

種事物上顯明祂關心自己的一切創造（詩篇 19 篇 1-6 節；

羅馬書 1 章 16-25 節）。

  基督教與過去的聯繫可信

 基督教信仰把我們與最遠古的祖先聯繫起來，相信耶

穌基督的人就是接受同一位創造主，祂是亞當、亞伯拉罕、

撒拉和所羅門王敬拜的主。耶穌並沒有拋棄過去，在過去

的世代祂是上帝（約翰福音 1 章 1-14 節），祂降世為人生

活在我們中間時，就指教我們如何按照上帝最初的心意生

活。祂死的時候，成全了舊約時代的獻祭制度。祂從死裡

復活帶來救恩，成就了上帝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地上

的萬族要因他的後裔得福。基督教信仰其實在基督降生為

人之前業已存在，整本聖經從頭到尾都在講述同一件事，

就是基督的事，也是我們的事（使徒行傳 2 章 22-39 節；

哥林多前書 15 章 1-8 節）

  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可信

 最初的基督徒跟隨基督並不是因政治和宗教紛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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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們最關注的不是道德和社會問題。他們不是才高八

斗的神學家，也不是學富五車的社會哲學家。他們是見證

人，冒著生命危險告訴人們，他們親眼目睹一位無辜者

被殺害，三日之後又奇蹟般地向他們顯現（使徒行傳 5 章

17-42 節）。他們的講述具體入微，就是耶穌在羅馬巡撫本

丟．彼拉多手下被釘十字架，屍體被埋葬在墳墓裡，然後

用石頭封住，還有兵丁把守，以免有人盜走屍體。然而，

三天之後墳墓空了，這些見證人冒著生命危險宣告耶穌復

活了。

  基督教有改變生命的力量

 第一批門徒不僅有了戲劇性轉變，連他們最凶惡的一

位敵人也徹底地改變，他就是保羅，他從殘害基督徒的元

兇變成基督教的堅定護衛者（加拉太書 1 章 11-24 節）。他

後來寫信給哥林多教會，還講到其他人的轉變。他說「你

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嗎？不要自欺！無論

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

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

帝的國。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上帝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

義了。」（哥林多前書 6 章 9-11 節）

  基督教對人性的分析可信

 聖經指出，社會的真正問題就是人心的問題。在一個

資訊爆炸和科技發達的時代，人性的敗壞污穢了家庭、政

府、科學，工業、宗教、教育和藝術領域。在一個文明空

前發達的社會中，卻充滿著種族歧視、吸毒、虐待、離婚

和性病傳染等問題。許多人樂意相信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

愚昧、飲食和政府，但耶穌對我們這個時代和其他一切時

代宣告說︰「因為從心裏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姦淫、

苟合、偷盜、妄證、謗讟，這都是污穢人的。」（馬太福音

15 章 19-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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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對人類成就的看法合理

 自古以來，人們都希望過最好的生活，我們為戰爭

而戰爭，以期結束一切戰爭；我們改進各種教育理論，以

求培養出見多識廣與人為善的孩子；我們發展科技，以使

我們擺脫繁重的工作。然而，我們卻越發接近新約聖經所

描寫的末日光景，就是多處有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地震、

疾病流行、愛心冷淡，以及虛偽的敬虔（馬太福音 24 章

5-31 節；提摩太後書 3 章 1-5 節）。

  基督教對社會的影響深遠

 一個木匠出身的拿撒勒人改變了全世界，以公元紀年

和具體的文獻默默地見證祂的誕生。建築物頂端、項鏈和

耳環上的十字架都見證祂的死。建立在基督教價值觀的西

方世界，為社會道德、科學方法以及促進產業發展的工作

倫理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今日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社會

援助和慈善組織體系不是源自於印度教、佛教、無神論、

世俗的不可知論者的價值觀，而是直接或間接地源於聖經

的價值觀。

  基督教為人類提供的救恩真實

 基督教之外的宗教也都有自己的救主，可是他們都在

墳墓中躺著。沒有一個宗教像基督教那樣，傳講一位戰勝

死亡的主，並叫一切信祂的人得永生；也沒有一個宗教像

基督教那樣，因著呼求和信靠一位主而確保人的罪得赦免、

獲得永生、並進入上帝的大家庭，彷彿落水的人呼求和依

靠救生員而得著解救（羅馬書 10 章 9-13 節）。耶稣基督救

贖我們，不在於我們為祂做了什麼，而在於我們接受祂為我

們所做的一切。得到這救恩不是憑藉道德和宗教努力，而是

因著徹底地認罪；不是依靠個人的功勞，而是承認我們的

失敗。基督要求我們跟隨祂，並非為了賺取救恩，而是表達

我們對救主的感激、摯愛和相信（以弗所書 2 章 8-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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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並不孤單如果你對相信基督的合理性依然猶疑不定，

那不要緊。請你把耶穌的話存在心裡，無須自行解決疑

慮。因為基督告訴我們︰「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

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上帝，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約

翰福音 7 章 17 節）

 如果你接受相信基督的合理性，請記住聖經對上帝的

兒女們所說的話：「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

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 章 8-9 節）基督救贖我們並非是

報酬我們的好行為，乃是賞賜給一切信祂之人的恩典。

 如果你想接受上帝所賜的赦罪與永生的恩典，你可以

做下列的禱告：「天父上帝，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我知

道我無力救我自己，我相信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祂從死裡復活，在每一個信祂的人身上彰顯基督的

生命。現在，我接受耶穌成為我生命的救主。我接受祢所

賞賜的赦免與永生。謝謝天父。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

 如果你已經決定接受基督，請寫信或 e-mail 來告訴我

們。你將會收到有關禱告與聖經研讀的材料，這些都是非

賣品，是專門為幫助你學習如何做上帝的兒女，如何使新

生命成熟而設計的。

香港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Ltd
PO Box 74025,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626-1102 • Fax: (+852) 2626-0216 • E-mail: hongkong@odb.org

台灣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Foundation
PO Box 47-260, Taipei 10399, Taiwan R.O.C.
Tel: (+886-2) 2585-5340 • Fax: (+886-2) 2585-5349 • E-mail: taiwan@odb.org
財團法人基督教真理文化傳播基金會，10399台北市郵局第47之260號信箱

你也可以上網站ourdailybread.org/locations，查詢有關靈命日糧事工辦公室
的聯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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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戰爭，以期結束一切戰爭；我們改進各種教育理論，以

求培養出見多識廣與人為善的孩子；我們發展科技，以使

我們擺脫繁重的工作。然而，我們卻越發接近新約聖經所

描寫的末日光景，就是多處有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地震、

疾病流行、愛心冷淡，以及虛偽的敬虔（馬太福音 24 章

5-31 節；提摩太後書 3 章 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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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界，為社會道德、科學方法以及促進產業發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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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和慈善組織體系不是源自於印度教、佛教、無神論、

世俗的不可知論者的價值觀，而是直接或間接地源於聖經

的價值觀。

基督教為人類提供的救恩真實

基督教之外的宗教也都有自己的救主，可是他們都在

墳墓中躺著。沒有一個宗教像基督教那樣，傳講一位戰勝

死亡的主，並叫一切信祂的人得永生；也沒有一個宗教像

基督教那樣，因著呼求和信靠一位主而確保人的罪得赦免、

獲得永生、並進入上帝的大家庭，彷彿落水的人呼求和依

靠救生員而得著解救（羅馬書 10 章 9-13 節）。耶稣基督救

贖我們，不在於我們為祂做了什麼，而在於我們接受祂為我

們所做的一切。得到這救恩不是憑藉道德和宗教努力，而是

因著徹底地認罪；不是依靠個人的功勞，而是承認我們的

失敗。基督要求我們跟隨祂，並非為了賺取救恩，而是表達

我們對救主的感激、摯愛和相信（以弗所書 2 章 8-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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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祂從死裡復活，在每一個信祂的人身上彰顯基督的

生命。現在，我接受耶穌成為我生命的救主。我接受祢所

賞賜的赦免與永生。謝謝天父。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

如果你已經決定接受基督，請寫信或 e-mail 來告訴我

們。你將會收到有關禱告與聖經研讀的材料，這些都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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