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介紹～

講員：林麟 Alex L.



UCSD Biology Majo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School of Medicine

UC Irvine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Residency



醫學院的專一伴郎



boy meets girl boy marries girl family of 3





小民意調查

1 . 您多常會思考有沒有神，或
思考關於信仰的事？

❑ 目前超過5次

❑ 目前5次以下

❑ 從來沒有想過

RESULTS: https://directpoll.com/r?XDbzPBd3ixYqg896wU9IsbGw2ORMCRpUuT9ZkOrQy

https://directpoll.com/r?XDbzPBd3ixYqg896wU9IsbGw2ORMCRpUuT9ZkOrQy


小民意調查

2. 您對科學和信仰之間的關係有

哪一種看法？

❑信仰不科學，只有未曾受過高
等教育的人才會信神

❑基督信仰的內容有合理的道理，
也沒有與科學有衝突



小民意調查

3. 基督徒：您是否正在攻讀或已
經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

❑是

❑不是

❑我不是基督徒



小民意調查

4. 基督徒：您是不是主修科學，
數學或工程的基督徒？

❑主修科學，數學，或工程

❑主修別的

❑我不是基督徒



Survey
is now

CLOSED



Francis Collins, M.D., Ph.D. 

•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Project

• Director of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2009-2021

• Awards: 

•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2007, 

•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2009, 

• The Templeton Prize 2020

• A member of: 

•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Foreign 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UK)



Lee Strobel

• Yale Law School 
graduate

• Award-winning 
legal editor of The 
Chicago Tribune

•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author 
of more than forty 
books



C.S. Lewis 1898-1963

• Fought in WWI

• Oxfor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 Author of                
more than                   
30 books



每個宗教都
歸同一個神
嗎？

選一個適合
我的信仰



每個宗教都
歸同一個神
嗎？

瞎子摸象



聖經是
神特殊
的啟示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
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屬虛無，唯獨耶和華創
造諸天。有尊榮和威嚴在他面前，
有能力與華美在他聖所。（詩篇
96:4-6）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
外，再沒有真神。（以賽亞書44: 6）



人雕偶
像如受
造之物

唯恐你們敗壞自己，雕刻偶像，
彷彿什麼男像女像，或地上走獸
的像，或空中飛鳥的像，或地上
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魚的像。
又恐怕你向天舉目觀看，見耶和
華你的神為天下萬民所擺列的日、
月、星，就是天上的萬象，自己
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

（申命記4:16-19）



獨一真
神是造
物之主

你們究竟將誰比神，用什麼形象
與神比較呢？偶像是匠人鑄造，
銀匠用金包裹，為它鑄造銀鏈。
窮乏獻不起這樣供物的，就揀選
不能朽壞的樹木，為自己尋找巧
匠，立起不能搖動的偶像。你們
豈不曾知道嗎？你們豈不曾聽見
嗎？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們嗎？
自從立地的根基，你們豈沒有明
白嗎？



造物之
主是獨
一真神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
民好像蝗蟲。他鋪張穹蒼如幔子，
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篷…那聖者說：
「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
呢？」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
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
其名；因他的權能，又因他的大
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以賽亞書40:18-22，25-26）



The story so far…

1. 許多人都有思考過神與信仰。

2. 基督信仰是理智的，沒有與科
學衝突。

3. 若要認識神，人需要神主動特
別向人啟示。

4. 聖經是神的話， 是祂特殊的啟
示。

5. 聖經說，只有一位創造宇宙萬
物的神。



人需求神的常見原因（一）：

1. 求神問卜



人需求神的常見原因（二）：

2. 求救



人需求神的常見原因（三）：

3. 尋求超越自我的意義



小民意調查

5. 您要怎麼幫助在鐵達尼號上
的Jack，Rose，其他旅客？

❑告訴Jack如何在美國找工作

❑帶Rose小姐去跳舞，吃宵夜

❑陪心裡空虛的人聊哲學

❑先警告大家船將要沉下去，幫

助安排救贖計劃

https://directpoll.com/r?XDbzPBd3ixYqg896wU9IsbGw2ORMCRpUuT9ZkOrQy

https://directpoll.com/r?XDbzPBd3ixYqg896wU9IsbGw2ORMCRpUuT9ZkOr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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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D



人的
景況

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
便歸無有，他的原處也不再認識
他。

（詩篇103:15-16 ）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希伯來書9:27）



死後且有審判

•審判是關乎人還活
著的事

•審判牽涉到道德

•道德的三個層面：
1.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2. 各人心靈的整齊清潔
3. 人生的意義



人的
景況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
的榮耀。

（羅馬書3:23）



先面對事實，
追求真理，
終必得釋放，平安！

基督信仰的要求與應許：



特殊的啟示 - Part 2
神降世為人

耶穌對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
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
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31-32）

耶穌說：「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
人。」（路加福音19:10）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4:11）



You cannot ask 
God to turn your 
life around 
without you 
actually turning 
around!



捨棄老
我就是
悔改！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
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
他聯合。因為知道，我們的舊
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
絕，叫我們不再做罪的奴僕，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羅馬書6: 5-7）



在基督
裡成為
新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
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

（林後5: 17）



因信耶
穌基督
而活！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
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
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
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拉太書2: 20）



如何得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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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你因信耶穌而被神稱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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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fess 宣告：藉著祈禱來公開宣告你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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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cwla.org/respond



CBCWLA 星期日聚會時間 (hybrid)

中文崇拜

早堂 9AM
cbcwla.org/hall

午堂 11:00AM
cbcwla.org/hall

慕道班

9:30AM

949 4499 1551

11:00AM

912 0984 7566

English worship

9:00AM

english.cbcwla.org

回
應
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