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為上的改變
BEHAVIOR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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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人聲
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

（路3:4-6 引用賽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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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浸者約翰的三個要求
Three things demanded by John the Baptist

1. 悔改 Repentance

2. 受浸 Get baptized

3. 結果子 Bearing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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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的心
Heart of repentance

浸禮
Rite of baptism

行為的果子
Fruits of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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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遠離罪，歸向神
Repentance: turn away from sin 

and turn to God

浸禮：公開宣告你在基督裡的信心
Repentanc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結果子：行出與救恩相稱的行為
Bearing fruits: bring forth behaviors 

worthy of your salvation

心 Heart

禮 Rite

果
Fruits



2. 真信仰帶來行為上的改變
True faith brings about behavioral changes

• 指示：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
也當這樣行。（路 3:11）

• 行為：分享

• 應用：在自己不多的時候就開始與人分享。

• Instruction: Anyone who has two shirts should share 
with the one who has none, and anyone who has food 
should do the same. Luke 3:11, NIV

• Behavior: Sharing

• Application: Start sharing when you don’t have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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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上的改變 (2) Behavioral changes (2)

• 指示：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路 3:13）

• 行為：誠實

• 應用：在一個不誠實的環境中保持誠實。

• Instruction: Don’t collect any more than you are 
required to. Luke 3:13, NIV

• Behavior: Integrity

• Application: Showing integrity in a crooke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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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上的改變 (3) Behavioral changes (3)

• 指示：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
糧就當知足。（路 3:14）

• 行為：自制

• 應用：當你有機會行惡的時候卻不去這麼做。

• Instruction: Don’t extort money and don’t accuse 
people falsely—be content with your pay. Luke 3:14

• Behavior: Self-control

• Application: Refrain from doing evil when you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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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上的改變 (4) Behavioral changes (4)

• 指示：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
鞋帶也不配。（路 3:16）

• 行為：在主面前謙卑自己

• 應用：即使在被稱讚的時候也深知自己的不配。

• Instruction: One who is more powerful than I will 
come, the straps of whose sandals I am not worthy to 
untie. Luke 3:16, NIV

• Behavior: Humble yourself before the Lord

• Application: Knowing your unworthiness even when 
you’re p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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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面的行為來打破黑暗的勢力
Breaking the power of darkness through positive behaviors

正面的行為
Positive behaviors

黑暗的勢力
Power of darkness

分享 sharing 不安全感 insecurity

誠實 integrity 腐敗 corruption

自制 self-control 做壞事的傾向
tendency to do evil

謙卑 humility 神化自己 self-deification

神的器皿 God’s vessel 撒旦的工具 Satan’s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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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獻給神Offering yourself to God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
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
器具獻給神。（羅馬書 6:13）

• Do not offer any part of yourself to sin as an 

instrument of wickedness, but rather                            

offer yourselves to God as those who 

have been brought from death 

to life; and offer every part of                                                        

yourself to him as an instrument                                                              

of righteousness. Romans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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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仰的根基 The foundation of faith

1. 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耶穌基督。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
人能立別的根基。（林前1 Cor. 3:11）

2. 有了耶穌才有永生，沒有耶穌就沒有永生。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
生命。（約一書1 John 5:12）

3. 真正信耶穌的人必定會有行為上的改變。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太Matt. 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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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親的預言
A Father’s Prophecy

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

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福音 Luke 1: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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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隨耶穌的第一步
The first step of following Jesus

•跟隨耶穌的第一步是接受浸禮。

• 耶穌的吩咐：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
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Matt.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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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聖經的見證 Testimonies from the Bible：

• 五旬節的會眾受浸：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
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
行？」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
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
靈。」…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
徒約添了三千人。（徒Acts 2:37-38,41）

• 曠野中的浸禮：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監說：「看哪，這裡有水，我受浸有什麼妨礙
呢？」於是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
裡去，腓利就給他施浸。（徒Acts 8: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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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羅受浸：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
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浸。（徒Acts 9:18）

• 腓立比的禁卒全家受浸：他們說：「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
他全家的人聽。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
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浸。
（徒Acts 16: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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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乃
是一個罪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 3:23）

B.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你
因信耶穌而罪得赦免，被神稱義。「就是神
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
沒有分別。」（羅 3:22）

C. Confess 宣告：藉著祈禱來宣告你的信心，
將耶穌接到心中，使他成為你的救主與生命
之主。「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
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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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救 How to be saved



 信主之後所當做的四件事情：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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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之後 After you accepted Jesus as Lord



Hear the Sound of O.C.E.A.N.

•呼召宣教士 Calling missionaries:

校園宣教士 Campus missionaries

 社區宣教士 Community missionaries

 網絡宣教士 Web miss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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