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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去教堂才能做基督徒吗？ 
 
大家请注意， 

我们现在要提出这周的大问题： 

就是，“我需要去教堂才能做基督徒吗？” 

今晚我想说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教堂， 

和神的子民见面， 

这是我所说“去教堂”的意思。 

我的意思不是前往一座建筑物。 

我的意思是，去和神的子民见面， 

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 

如果你仅仅与神的子民见面 

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要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现在又是需要运用你想象力的时候了。 

我之前用了各种各样的 

体育运动做例子， 

现在请你想象我们在美国， 

参加一场棒球比赛。 

你们都在看台上，好，轮到我了。 

我握着球棒。 

我也不知道这么握球棒 

对还是不对。 

我站在这里，整场比赛的结局就 

取决于我和这最后三个球。 

第一球投出， 

我没接到。 

没关系，我还有两次机会。 

下一球，又没接到。不管它。 

还有最后一球。 

整场比赛的结局悬于这一球之上。 

你的心悬起来了么？你紧张么？ 

来了！它向我飞过来了。 

我卯足全力地一击。球掠过空中。 

我开始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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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得非常快。 

我跑啊跑啊，就在有人试图投球 

使我出局前的一瞬间， 

我滑进了本垒。我做到了，我欢呼雀跃。 

我欢呼着，我跑回了本垒， 

你们所有人都为我兴奋。 

大家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欢呼雀跃。 

然后裁判说话了， 

他在扩音器里说：“你出局了。” 

大家心想：“什么？怎么会呢？ 

他跑回了本垒。他肯定是跑回来了的。 

这一球很精彩。 

他真的跑回到本垒来了。” 

裁判却说：“不对，他出局了。” 

你心想：“为什么啊？”裁判说： 

“他少跑了一垒。 

他直接跑到了二垒、三垒和本垒， 

可是他少跑了一垒。” 

没错！我确实是出局了！ 

因为打棒球的规则是 

在你击中那个小东西之后， 

——你要先把它击中才行， 

之后二垒、三垒、本垒。 

你必须遵守这个规则。 

你不能直接到二垒去，因为 

如果你直接去二垒，你就出局了。这行不通。 

这个例子可以帮助你 

明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 

二垒是融入神的子民。 

就是成为当地教会的一员。 

一垒是个人自身对基督的委身。 

有些人错过了一垒。 

有些人喜欢和神的子民聚会。 

可能是因为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 

每个人都去教会，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神的子民， 

所以他们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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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非常温暖友善。 

不过你看出来了吗？ 

他们错过了一垒。 

他们只是和神的子民聚会。 

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 

我们必须先到一垒去。 

我们必须把权柄交给耶稣。 

这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已经这么做了， 

然后呢？ 

我需要去教堂 

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吗？” 

我想让你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 

并不是说你需要去教堂才能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权到教会去。 

这不是什么坏事。 

这不是好像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合同， 

当你向下看到小字号的附属细则的时候， 

你看到一些条款，于是你说：“我就知道 

这种好到天花乱坠的合同一定不是真的。 

看吧。我不是告诉你了么！在小字里呢！”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你了解了耶稣， 

然后心想： 

“这太奇妙了！白白的原谅，跟创造我的神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永恒的生命，太棒了！”然后你又想： 

“啊！小字在这呢！看看！ 

我必须得去教堂！”不是这样的。 

能够和神的子民聚会， 

这是一种特权，是一件喜乐的事。 

这才是教会真正的含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了帮助我们明白 

现在与神的子民聚会的意义， 

让我来提醒你，神给未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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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正在做的， 

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 

爱主耶稣基督的人 

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全世界的家庭， 

来自各种各样的文化， 

来自不同的种族， 

所有这些人都跟随耶稣基督。 

他正在为这样一天做准备， 

这一天所有人会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其中的一些。 

将来有这样一天 

耶稣会回来， 

那将会是荣耀的一天。 

我们将会有实实在在的复活的身体， 

我们会永远的活着。 

我们将会与我们伟大的造物主在一起， 

也会和这个来自全世界的家庭在一起， 

数目多到不可胜数。 

那现在呢？ 

当我们为耶稣的作为赞美他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等待那将来的相聚呢？ 

神给了我们这个特权， 

能够在世界各地 

与这个家庭中的一些人相聚。 

这是教会真正的意义： 

一小群人聚在一起。 

这是一种特权，是一件喜乐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让我们在当下 

浅尝未来的滋味。 

为的是我们能够欢欣、喜乐。 

所以当我们和其他因耶稣得救的人聚在一起， 

当我们赞颂父神， 

当我们为耶稣的作为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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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祷告， 

当我们聆听他的话语的时候， 

这所有都该是一件欢欣喜乐的事！ 

这是浅尝未来的滋味。 

并不仅仅是我们有权到教会去。 

而今晚我们也听到了 

主耶稣基督的命令。 

他今晚对我们说了什么？ 

他说：“要彼此相爱。” 

注意，这是耶稣的命令。 

耶稣不是说， 

“这是我的建议。” 

也不是说：“这是我的想法。” 

而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的命令。” 

我们已经看到，没错， 

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件个人内心的事情， 

但从不是一件与他人无关的事情。 

我们对彼此有共同的责任。 

我们要彼此相爱。 

而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之一 

就是相聚在一起，和彼此聚会。 

让我们好好想想。 

甚至聚会本身也是一种鼓励， 

因为爱是什么？ 

爱是为他人的益处着想。 

你想要他们被照料看顾。 

那我们最大的需求又是什么呢？ 

我们最大的需求是属灵的， 

灵里面的健康！ 

我们要持续成长， 

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要在基督徒的人生里继续前行， 

日以继夜都这样做， 

我们持续信靠耶稣。 

神为了确保这些能够发生， 

给了他子民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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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规律的聚在一起。 

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种方式。 

试想，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 

对于在基督徒人生里继续前行的我们来说 

是怎样的一种鼓舞和激励！ 

想想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都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彼此教导，为彼此祷告， 

我们相互拥抱， 

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 

都让我们能够继续前行。 

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上彼此看顾， 

让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这是神给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之一。 

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到教会去不仅仅是为了我的益处， 

也是为了他人的益处。 

这是我们彼此服侍的方式之一。 

那有些人说“我没时间做这些。 

你知道生活是很忙的！ 

我也不确定， 

可能每五个、或六个星期去一次吧。 

但要这么频繁固定的和神的子民见面， 

我真是没时间。” 

对这些人，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会跟这个人说： 

“请允许我说， 

你没有时间做所有的事情。” 

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做不了我们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但当时间紧迫的时候 

你会发现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成为一个基督徒 

会改变我们做事的优先顺序， 

而我们最应该看重的事情之一， 



Identity Session 5 Question - Chinese 

© Lee McMunn, 2011    7 

就是关心、照顾我们的 

弟兄姊妹。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 

“确定你先到一垒去。 

确定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不要直接到二垒去。” 

但当你来到耶稣面前， 

——注意这是一件个人自身的事情， 

但不是与他人无关的事情。 

把彼此相爱这个责任当成一种特权， 

直到有一天， 

我们聚拢在天堂的宝座前。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桌边 

讨论讨论， 

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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