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信仰宣言 

1. 聖經 
我們相信聖經是由神感動卻由人寫成。它是神聖教導的完全寶庫。神是聖經的作者, 

啟示救恩是聖經的目的, 聖經的內容是真理, 全無混淆錯誤。它啟示神審判人的原則, 

因此它將存到世界的末了。聖經是基督徒合一真正的中心, 是驗證所有人的行為, 信
條, 意見的最崇高標準。 
 
2. 真神 
我們相信只有一位永活的真神。祂是一位智慧和永存的靈, 祂的名為耶和華, 是造物
主, 天地宇宙的最高統治者。神聖潔的榮耀無可比擬, 配得所有的榮譽、信任和愛。
真神聯合三位一體 – 聖父、聖子和聖靈, 在神聖和完美上是完全的相等, 而在偉大的
救贖工作上, 和諧地執行個別獨特的職事。 
 

3. 人的墮落 
我們相信人被造時原是聖潔, 服在創造主的律法之下, 但因自願抉擇犯罪得罪神, 從
原先聖潔和快樂的境地墮落, 從此所有人就成了罪人。他們非因被迫, 乃因抉擇和本
性都傾向邪惡, 因此理當落在永恆的毀滅中, 絕無申辯和推卸之詞。 
 

4. 救恩之道 
我們相信罪人得著救恩完全是靠賴恩典。透過聖子作為中保的職事, 因著聖父的旨
意, 聖子成為了人的樣子, 然而沒有犯罪, 祂尊重和順從神聖的律法, 為我們的罪而死, 

成就了完全的贖罪。因祂從死裡復活, 如今坐在天上的寶座, 在祂奇妙的位格中, 滿
有神聖完美的溫柔憐憫, 祂是完全配得成為一位慈悲和全備的救主。 
 

5. 稱義 
我們相信基督的福音, 為那些相信祂的罪人, 所成就最大的祝福就是稱義。按照義的
原則, 稱義包括了罪得赦免和得著永生的應許。稱義是神所賜予的, 不是因著人任何
的義行而有的, 完全是因著信徒對救主寶血的信心, 因著這信心, 祂那完全的義就從
神那裡白白地歸給信徒。信徒得以與神和好, 進入蒙神恩寵的關係, 並且得著在今世
和永恆所需的其他祝福。 
 
 

(以上釋本只供參考, 一切有關曉市頓華人浸信會的信仰立場, 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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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救恩的普及性 
我們相信救恩的祝福是透過福音, 讓每個罪人都可以得到。罪人當盡的本份就是以
一個真誠的, 忍耐的和順服的信心去接受福音和其祝福。除了罪人本身的硬心敗壞
和決意拒絕福音的信息, 把自己留在可悲的咒詛外, 沒有任何一樣事情, 可以攔阻世
上最大的罪魁得著救恩。 
 

7. 重生的恩典 
我們相信罪人若要得救, 必須經驗重生或新生。重生包含了因著聖靈的能力, 配合神
聖的真理, 在我們心中播下渴慕神的傾向, 使得我們自願順服福音, 並且藉著悔改, 信
心和新的生命這些神聖的善果表明出來。這事如何成就, 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8. 悔改和信心 
我們相信悔改和信心是神聖的職責, 同時也是不可分割的恩典, 是神藉著那令人重生
的靈帶進我們的靈魂中, 並且叫罪人確信自己的罪惡, 危險和無助, 與及基督的救恩
之道。我們帶著沒有偽裝的痛悔, 認罪和懇求憐憫, 同時真心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我
們的先知, 祭司和君王, 單單倚靠祂成為我們唯一和全備的救主。 
 

9. 神恩典的目的 
我們相信揀選是神恩典的目的, 神藉此使罪人重生, 成聖和得拯救。這是前後一致的, 

藉著人自由的抉擇, 明白神一切的方法與終極有關。這是神主權的良善至為榮耀的
彰顯, 神是無限的自由, 智慧, 聖潔和不能改變的。這除去人的驕傲, 卻提升人對神的
謙卑, 愛, 禱告, 讚美和信靠, 並且主動地去效法祂那自由的恩慈。恩典鼓勵盡量使用
各種的途徑, 令其功效能在所有真心相信福音的人中得到印證。恩典是基督徒確據
的基礎, 要求和值得我們盡上最大的努力, 去印證其在我們身上的功效。 
 

10.  成聖 
我們相信成聖是人按照神的旨意所經驗的過程。我們在神的聖潔上有份, 這個一直
進展的工作是在罪人重生的時候開始, 並且藉著聖靈, 就是那保守者和安慰者, 入住
的大能和同在, 和人持續透過神所命定的途徑 – 特別是神的話語, 自我的省察, 自我
的否定, 警醒和禱告, 在人心中繼續進行。 
 

(以上釋本只供參考, 一切有關曉市頓華人浸信會的信仰立場, 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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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聖徒的堅守 
我們相信唯有那些忍耐到底的信徒, 他們堅持依附基督, 正是把他們與膚淺口頭認信
者分別出來的明顯記號。神對他們的福祉有特別的眷顧, 他們因著信心蒙神的能力
保守直到完全得救。 
 
12.  律法和福音的和諧 
我們相信神的律法, 是祂永恆和不會更改的道德管治法規。神的律法是聖潔, 正直和
良善的。聖經指出墮落的人不能遵守律法中的誡命, 完全因為他們戀慕罪惡之故。
要把他們從這種境況中釋放出來, 要透過一位中保恢復他們, 使他們能夠誠心順從神
聖的律法, 正是福音其中一個偉大的目的, 也是教會的成立, 使之成為人連接恩典之
途徑的原因。 
 

13.  符合福音的教會 
我們相信一間屬於基督的教會是由一群已經受浸的信徒組成, 他們因福音而有的信
約和交誼彼此聯繫, 遵守基督的禮儀, 接受神律法的管制, 藉著祂的話, 行使聖靈賦與
的恩賜與特權。按照聖經的教訓, 教會的聖職人員是長老或牧師和執事, 有關他們的
資格, 權限和責任都是按照提多書和提摩太前後書的界定。 
 

14.   浸禮和主餐 
我們相信基督徒的浸禮是奉聖父, 聖子, 聖靈的名施行, 信徒全身浸入水中, 透過這莊
嚴而又美麗的象徵, 表明我們對那受死, 埋葬和復活的救主的信心, 與及那叫我們向
罪而死和復活得著新生的功效。這是獲得教會會友資格和恪守主餐的先決條件。恪
守主餐時, 教會會友皆要首先審慎自我省察, 然後以尊此為聖的態度, 領受主的餅和
主的杯, 一同記念基督受死的愛。 
 

15.   主日 
我們相信每週的第一日是主日, 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基督徒遵守主日, 把它分別為
聖達成宗教的目的, 遠離世俗的勞碌和罪惡的玩樂, 全心遵守所有經驗恩典的途徑, 

包括私人和公眾的, 並且為到神的安息能夠臨到祂的子民作好準備。 
 
 

(以上釋本只供參考, 一切有關曉市頓華人浸信會的信仰立場, 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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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民政府 
我們相信人民政府是神所命立的, 為了社會的好處和良好秩序而存在。我們當為在
位掌權者禱告。主耶穌基督, 是我們良心唯一的主和治理世上君王的王子, 除非事情
有違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心意, 我們就當誠心地尊敬和順從在上掌權者。 
 

17.   稱義者與邪惡者 
我們相信在稱義者和邪惡者之間有著極大而又根本的分別。唯有那些藉著信靠耶穌
基督之名的人才能稱義, 並且得到我們神的靈而成聖, 神把他們看為真正的義者。而
那些繼續毫無悔意和不信的人, 在神的眼中是邪惡和受詛咒的。這個分別在人死時
和死後皆然。 
 

18.   末期的事 
我們相信這個世界的終局臨近, 在最後的日子耶穌基督會再次從天上降臨, 叫死人從
墓裡復活, 施行最後的賞罰, 帶來嚴正的分隔。惡人將會進入永刑中, 而義人將會進
到永樂中, 這個審判根據義的原則進行, 將會永遠決定人是進入天堂或是地獄。 
 

19.   宗教自由 
神是唯一良心的主, 祂使人的良心自由, 不受那些與祂話語相違, 或是不在其話語中
人的教條和命令所轄。教會與國家應該分開, 國家對每個教會的保獲和追求屬靈目
標的自由負責任。為了提供如此的自由, 沒有一個教會團體或宗派得到國家的恩惠
超過其他的。人民政府是神所按立的, 基督徒在凡事上給與忠誠的順服, 卻不違背神
啟示的旨意。教會不應求助政府的力量進行其工作。基督的福音期待屬靈的方法去
達到它的目的, 政府無權增加稅收支持任何形式的宗教。一個自由的教會在一個自
由的國家是基督徒的理想, 這暗示自由的權利並不妨礙人進到神的面前, 並有權在宗
教領域內組織和宣傳宗教信仰而不受政府力量的干預。 
 
20.    和平與戰爭 
基督徒的責任就是在公義的原則下與眾人尋求和平。按照基督的精神和教訓, 他們
必須盡一切的努力停止戰爭。真正挽救戰爭的精神是主的福音。世人在他們的事情
和國家的事情上最大的需要就是接受祂的教訓, 實踐愛的律。全世界的基督徒當為
和平之子的統治祈禱, 並且反對所有觸發戰爭的事情。 

(以上釋本只供參考, 一切有關曉市頓華人浸信會的信仰立場, 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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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育 
基督教是啟蒙和理智的信仰。在基督裏儲藏了一切智慧和知識。因此, 所有純正的
學習是我們基督教遺產的一部份。新生開啟了一切人類的天賦, 造成對知識的渴
求。合宜的基督教教育系統, 是造就基督子民達到完全的屬靈計劃所必需的。基督
國度的教育理想是要協調差傳和一般慈善的目的, 並且應當接受教會自由的支持。 
 

22.   基督徒與社會秩序 
基督徒有責任尋求基督的旨意超越我們的生活和人類的社會, 本著基督的精神, 反對
各種形式的貪婪, 自私, 惡毒; 幫助孤兒, 長者, 無助者和有病者, 並且尋求勤勉, 管治
和弟兄之愛。為了促進這些目標, 基督徒必須準備與任何有志者在任何良好的理由
下一同工作, 時常小心翼翼以愛的精神, 和在忠於基督和祂的真理不妥協的情況下行
動。所有用於社會服務的途徑和方法, 是為了改善社會和建立人間公義, 這些目標的
達成最終在乎個人在基督裏, 因著救贖恩典而有的重生。 
 

23.   合作 
基督的子民按需求組織聯會, 為了神國度偉大的目標取得合作。這等聯會並無權彼
此轄制, 或轄制教會。他們是自願的和輔導的群體, 其設計為了引發, 組合, 和集中我
們子民的力量作最有效的服務。為了擴展基督的國度, 新約教會應該彼此合作, 促進
宣教, 教育和慈善的工作。基督徒合一在新約聖經的涵義是不同組別的基督子民在
靈裏和諧, 和為了共同的目的自願合作。不同基督教宗派的合作是可行的, 當他們能
夠達到其本身正當的目的, 或合作不違反良心, 或危及對基督及祂顯在新約聖經話語
忠誠的時候。 
 
24.   傳道與差傳 
這是每個基督跟從者和每個屬主耶穌基督教會的責任, 努力傳揚福音直到地極。新
人的靈是聖靈的工作, 使我們得以愛別人。傳教士的努力完全在乎讓人的靈得著新
生。這是每個屬神兒女的責任, 不斷藉著個人佈道和其他蒙基督福音肯定的方法, 帶
領失喪的人歸依基督。 
 
 

(以上釋本只供參考, 一切有關曉市頓華人浸信會的信仰立場, 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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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管家職份 
神是一切暫時和屬靈福氣的泉源; 我們本人和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屬祂的。基督
徒對全世界都欠了屬靈的債, 一份神聖福音托管的債, 和在擁有的物質上有管家的職
份。我們有責任利用時間, 才幹, 和擁有的物質事奉神; 並且認識這受托的一切是為
了榮耀祂和幫助其他的人。基督徒應該快樂地, 經常地, 系統地, 合宜地, 和自由地貢
獻他們的一切, 使救主的國度在地上擴展。 
 
26.   神國 
神國就是神在個人的心和其生命, 與及在人類社會所有形式的組織中的統治。促進
神國在地上擴展最主要的途徑就是宣講基督的福音, 與及教導其中包含的公義原
則。當人所有的心思和意念都歸服在基督的旨意下時, 神國就完成。基督的子民必
須常常祈禱、努力事主, 使神國早日降臨, 祂的旨意得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補遺:  這教會接受創世記的教導, 人是神獨特的創造, 和拒絕任何的理論, 進化的或

其他的, 主張人的先祖是源自或經由低等的動物而來。 
 
 
 
 

(以上釋本只供參考, 一切有關曉市頓華人浸信會的信仰立場, 皆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