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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序序序 

 
我们盼望你能利用这本教材我们盼望你能利用这本教材我们盼望你能利用这本教材我们盼望你能利用这本教材，，，，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课上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课上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课上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课上，，，，不但打下良好的根不但打下良好的根不但打下良好的根不但打下良好的根

基基基基，，，，也能有多方的了解与装备也能有多方的了解与装备也能有多方的了解与装备也能有多方的了解与装备。。。。今天今天今天今天，，，，胜于以往胜于以往胜于以往胜于以往，，，，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在祂里面生在祂里面生在祂里面生在祂里面生

根建造根建造根建造根建造，，，，信心坚固信心坚固信心坚固信心坚固。。。。””””﹙﹙﹙﹙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2:7﹚﹚﹚﹚既有这个目标摆在前面既有这个目标摆在前面既有这个目标摆在前面既有这个目标摆在前面，，，，让我们在让我们在让我们在让我们在

这场竞赛中得胜这场竞赛中得胜这场竞赛中得胜这场竞赛中得胜。。。。 

 

这本书包含了十四周的课程这本书包含了十四周的课程这本书包含了十四周的课程这本书包含了十四周的课程，，，，要是认真研读要是认真研读要是认真研读要是认真研读，，，，会帮助你在信心的基础上有会帮助你在信心的基础上有会帮助你在信心的基础上有会帮助你在信心的基础上有

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也会带领你在往后人生的旅途上走过顺境与逆境也会带领你在往后人生的旅途上走过顺境与逆境也会带领你在往后人生的旅途上走过顺境与逆境也会带领你在往后人生的旅途上走过顺境与逆境。。。。我们盼我们盼我们盼我们盼

望你能将圣经上的教导应用望你能将圣经上的教导应用望你能将圣经上的教导应用望你能将圣经上的教导应用在生活上在生活上在生活上在生活上，，，，就如耶稣说就如耶稣说就如耶稣说就如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

去行的去行的去行的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好比一个聪明人好比一个聪明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把房子盖在盘石上把房子盖在盘石上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雨淋雨淋雨淋雨淋、、、、水冲水冲水冲水冲、、、、风吹风吹风吹风吹、、、、撞着撞着撞着撞着

那房子那房子那房子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房子总不倒塌房子总不倒塌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7:24-25﹚﹚﹚﹚耶耶耶耶

稣就是那盘石稣就是那盘石稣就是那盘石稣就是那盘石。。。。 

 

雅各告诉我们雅各告诉我们雅各告诉我们雅各告诉我们““““你们亲近你们亲近你们亲近你们亲近 神神神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神就必亲近你们神就必亲近你们神就必亲近你们””””﹙﹙﹙﹙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 4:8﹚，﹚，﹚，﹚，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

们对已信靠耶稣并渴望让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祷告们对已信靠耶稣并渴望让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祷告们对已信靠耶稣并渴望让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祷告们对已信靠耶稣并渴望让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祷告。。。。  

 

主内肢体主内肢体主内肢体主内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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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第一周第一周第一周  悔改与信心悔改与信心悔改与信心悔改与信心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 
悔改就是改变你对罪的看法及态度，也就是，为了得到饶恕和洁净，而

离开你的罪并转向 神﹙耶稣基督﹚。 

1. 谁传这需要悔改的道谁传这需要悔改的道谁传这需要悔改的道谁传这需要悔改的道﹖﹖﹖﹖ 

 a. 马太福音 3 :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马太福音 4 : 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马可福音 6 : 7-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使徒行传 2 : 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使徒行传 17 : 22 & 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真心悔改的特征是甚么真心悔改的特征是甚么真心悔改的特征是甚么真心悔改的特征是甚么﹖﹖﹖﹖ 

 a. 哥林多后书 7 : 9-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路加福音 18 : 9-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悔改是三方面的改变悔改是三方面的改变悔改是三方面的改变悔改是三方面的改变 

 a. 理智方面—思想的改变，也就是想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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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情绪方面—心理的改变，也就是欲望的改变 

 c. 意志方面—意愿的改变，也就是行为的改变        

4. 我们对世人的信息是甚么我们对世人的信息是甚么我们对世人的信息是甚么我们对世人的信息是甚么？？？？ 

 路加福音 24 : 45-4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1. 在圣经上在圣经上在圣经上在圣经上““““信心信心信心信心””””的定义是甚么的定义是甚么的定义是甚么的定义是甚么？？？？ 

   希伯来书 11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个人给你个人给你个人给你个人给““““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下甚么定义呢下甚么定义呢下甚么定义呢下甚么定义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希伯来书 12 :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们如何领受信心我们如何领受信心我们如何领受信心我们如何领受信心？？？？ 

   罗马书 10 : 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信心的重要性信心的重要性信心的重要性信心的重要性 

a. 我们从它得救 — 以弗所书 2 :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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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靠它生活 — 哥林多后书 5 : 7 

 c. 它是我们抵挡那恶者的盾牌 — 以弗所书 6 : 16 

 d. 它从不放弃 — 希伯来书 11 : 7 & 30 

 e. 它帮助我们胜过世界及世上所有的困难 — 约翰壹书 5 : 4-5 

 

悔改最基本的要素悔改最基本的要素悔改最基本的要素悔改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上就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上就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上就是我们对基督的态度上，，，，和在思想上的改变和在思想上的改变和在思想上的改变和在思想上的改变；；；；从一从一从一从一

个不信及排斥的态度个不信及排斥的态度个不信及排斥的态度个不信及排斥的态度，，，，转变成相信与接受的态度转变成相信与接受的态度转变成相信与接受的态度转变成相信与接受的态度。。。。在基督里的真信心包含在基督里的真信心包含在基督里的真信心包含在基督里的真信心包含

承认自己的罪及离弃罪承认自己的罪及离弃罪承认自己的罪及离弃罪承认自己的罪及离弃罪。。。。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是不可分的，，，，它们也是互有关它们也是互有关它们也是互有关它们也是互有关

联的联的联的联的。。。。 

 

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经历是怎样的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经历是怎样的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经历是怎样的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经历是怎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 ：：：：请念约翰福音第一章请念约翰福音第一章请念约翰福音第一章请念约翰福音第一章，，，，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 1 : 12-13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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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第二周第二周第二周  罪罪罪罪、、、、救恩和赦免救恩和赦免救恩和赦免救恩和赦免 

本周你如何将信心付诸行动本周你如何将信心付诸行动本周你如何将信心付诸行动本周你如何将信心付诸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罪罪罪罪 

1. 甚么是罪甚么是罪甚么是罪甚么是罪？？？？ 

 a. 罗马书 3 : 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以赛亚书 53 :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壹书3 :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谁犯罪是谁犯罪是谁犯罪是谁犯罪？？？？ 

 a. 列王记上8 :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罗马书 3 : 2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壹书1 : 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的？？？？ 

 a. 以赛亚书 14 : 12-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罗马书 5 :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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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什么我会犯罪为什么我会犯罪为什么我会犯罪为什么我会犯罪？？？？ 

a. 亚当在伊甸园做的决定亚当在伊甸园做的决定亚当在伊甸园做的决定亚当在伊甸园做的决定：：：： 

 1) 神告诉亚当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创世记 2﹚ 

   2) 人类罪的始源是因亚当选择违背 神的命令而产生的。﹙创世记 3﹚ 

b. 因着亚当的选择因着亚当的选择因着亚当的选择因着亚当的选择，，，，所带给我们今天的影响所带给我们今天的影响所带给我们今天的影响所带给我们今天的影响：：：：               

   1) 罪借着一个人—亚当，而进入世界。﹙罗马书 5 : 12﹚ 

   2) 亚当的罪使人与 神分开。﹙创世记 3 : 22﹚ 

   3) 亚当的罪使人类的身体与灵魂都进入死亡。 

    a) 身体的死亡—灵魂与身体分开。﹙创世记 3 : 19﹚ 

    b) 灵魂的死亡—灵魂与 神永远分开。﹙罗马书 6 : 23，  

          帖撒罗尼迦后书 1 : 8-10﹚ 

 
 

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1. 救恩的定义救恩的定义救恩的定义救恩的定义: 

就是把我们从生命中罪恶掌管的权势，以及与 神永远分离的状况       

中被拯救出来。 

2. 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甚么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甚么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甚么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甚么？？？？ 

   约翰福音 3 : 16 & 罗马书 6 : 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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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是如何得救的你是如何得救的你是如何得救的你是如何得救的？？？？ 

   以弗所书 2 : 8-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们是因信靠谁而得救恩的我们是因信靠谁而得救恩的我们是因信靠谁而得救恩的我们是因信靠谁而得救恩的？？？？ 

 罗马书 10 : 9-10 &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赦免赦免赦免赦免 

1. 赦免的定义赦免的定义赦免的定义赦免的定义: 

 就是对得罪你的人，放弃你本来要向他做的惩罚及报复的行动，并宽恕

他。 

a. 神愿意对你的罪有何处置？约翰壹书 1 :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我们必须愿意做甚么？马太福音 6 : 14-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现在如何看我的罪？耶利米书 31 : 3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 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礼物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礼物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礼物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礼物，，，，该如何回应呢该如何回应呢该如何回应呢该如何回应呢？？？？ 

 请看以弗所书 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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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功课功课功课 ：：：：请念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念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念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念以弗所书第二章，，，，并背诵并背诵并背诵并背诵 2 : 8 – 9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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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第三周第三周第三周  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从从从从  神来的赦免神来的赦免神来的赦免神来的赦免，，，，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带来了甚么不同的经历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带来了甚么不同的经历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带来了甚么不同的经历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带来了甚么不同的经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1.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圣经是 神向祂所创造的人类，启示祂自己的一本书。圣经也是一本人

类与 神之间关系的连贯性的历史故事。圣经有一个伟大的主题：耶稣

基督的位格和祂的的工作。 

2. 神的话是一个进行中的启示神的话是一个进行中的启示神的话是一个进行中的启示神的话是一个进行中的启示：：：： 

请念希伯来书请念希伯来书请念希伯来书请念希伯来书 1:1-3，，，，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说的？？？？ 

 a. 有清楚的时间交代  

 b. 多次多方 – 用多样的方式 

 c. 在古时﹙在过去﹚ 

 d. 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 

 e. 在这末世 

 f. 借着祂的儿子晓谕我们﹙彰显 神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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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经是一本很特殊的书圣经是一本很特殊的书圣经是一本很特殊的书圣经是一本很特殊的书：：：： 

    请念提摩太后书请念提摩太后书请念提摩太后书请念提摩太后书 3:163:163:163:16----17171717。。。。    

 a. 圣经中哪一部份是 神所默示的？﹙或是“ 神的呼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神所默示的原文是“神的呼出” 

 b. 神的话对我们有甚么益处？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根据第 17节，圣经预备﹙装备﹚我们做甚么？ 

4. 神的语神的语神的语神的语（（（（道道道道））））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 

a. 神的话是： 

彼前书 1:23-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神的话是： 

希伯来书 4: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的话将： 

路加福音 21:3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神的话是： 

罗马书 1: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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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神的话绝不： 

 以赛亚书 55: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能信任这本圣经呢我能信任这本圣经呢我能信任这本圣经呢我能信任这本圣经呢？？？？ 

a. 彼得后书 1 : 20-21向我们保证 神的话是既真实、又可靠的。(注释：

在旧约里，有超过 300个关于耶稣生平和事工的预言，它们都应验了。

要是按照机率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若应验八个预言，这个机率，

将是 10的后面加 17个零〔1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的机会！

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使徒彼得肯定的宣称，经上所有的豫言都

是正确无误，并值得相信。) 

b. 提摩太后书 3:16告诉我们圣经都是起源于 神的。 

c. 提多书 1: 2告诉我们 神不能说谎。 

d. 这说明了神的话语有多可靠？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诗篇请念诗篇请念诗篇请念诗篇 119:1-88，，，，背诵背诵背诵背诵 119:16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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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第四周第四周第四周 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你能像诗人所说的你能像诗人所说的你能像诗人所说的你能像诗人所说的：：：：““““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不忘记你的话。。。。””””

吗吗吗吗？﹙？﹙？﹙？﹙诗篇诗篇诗篇诗篇 119: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1. 圣经总览圣经总览圣经总览圣经总览: 

a. 圣经共有 66卷书；旧约 39卷，新约 27卷。 

b. 为了查考圣经的方便，所以每一卷书也分章、分节（这是后来的人为

了我们查考的方便而加上去的，原不是 神的默示。） 

c. 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d. 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记住：我们现在念的中文圣经是从这两种原

文翻译过来的。中文圣经和合本是 1919年出版的。） 

e. 为什么需要新约呢？难道旧约有甚么不足吗？请念希伯来书 8:9-10。 

  1) 神与以色列人所立之旧约的基础，乃是建立在人对神的顺服上。 

2) 新约的基础是 神为人所作出的行动。注意第 10节“我要”。 这

是主耶稣基督所舍的血所成就的。(路加福音 2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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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学习圣经如何学习圣经如何学习圣经如何学习圣经:                                

请看以赛亚书请看以赛亚书请看以赛亚书请看以赛亚书 28:9-13 

a. 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一章接一章）：每一章都是神话语所宣告的真

理。例如“世人都犯了罪”、“神就是爱”、“耶稣复活升天”等等。 

b. 律上加律、例上加例（一行接一行）：有系统的故事把 神的真理联系

起来。 

c. 这里一点（句），那里一点（句）：用圣经基本的真理去了解圣经中其

他的经文。 

*（读经要仔细，要认真地逐章、逐节、逐字的精读。每一卷书的作者，

年代、背景，目的都该查考。将 神的话反复诵读、思想，并切实地应用

在每日的生活上，例如：腓立比书 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当你的生活中遇到困难，

和使你挂虑的事时，你是否能照着 神的话，真的不挂虑，凭着信心，只

借着祷告完全交给 神呢？若我们真的按着 神的话，过在世的日子，我

们里面就会有 神的生命，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改变。）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旧约里包含了新约旧约里包含了新约旧约里包含了新约旧约里包含了新约，，，，新约也解释了旧约新约也解释了旧约新约也解释了旧约新约也解释了旧约。。。。 

3. 3. 3. 3. 因为圣经是因为圣经是因为圣经是因为圣经是    神的灵感动人写的神的灵感动人写的神的灵感动人写的神的灵感动人写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

们了解们了解们了解们了解    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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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个人里面若没有 神的灵，就不会明白从 神来的事。 

 哥林多前书 2:14 

b. 圣灵会教导我们，并帮助我们记得 神的话 – 约翰福音 14:26 

4. 研读圣经的方法很多研读圣经的方法很多研读圣经的方法很多研读圣经的方法很多，，，，下面给你介绍一个方法下面给你介绍一个方法下面给你介绍一个方法下面给你介绍一个方法: 

请翻开马可福音请翻开马可福音请翻开马可福音请翻开马可福音 4:35-41，，，，并读一遍并读一遍并读一遍并读一遍。。。。现在请根据经文回答下列的问题现在请根据经文回答下列的问题现在请根据经文回答下列的问题现在请根据经文回答下列的问题：：：： 

a. 何人 –“谁”？在这段经文里有哪些人？他们说了甚么？ 

b. 何事 –“甚么”？发生了甚么事？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是甚么？ 

c. 何地 –“哪里”？在哪里发生的？这些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d. 何时 –“甚么时候”？这件事是甚么时候发生的？ 

e. 为何 –“为什么”？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写在圣经里？为

什么那个人会说那样的话？ 

f. 那又如何 –“甚么原因”？要是我将这个真理应用在我的生活上，会

带来什么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我应该每周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呢我应该每周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呢我应该每周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呢我应该每周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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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诗篇请念诗篇请念诗篇请念诗篇 119:89-176，，，，背诵背诵背诵背诵 119:105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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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周第五周第五周第五周 父神父神父神父神 

神的话话对你有多重要神的话话对你有多重要神的话话对你有多重要神的话话对你有多重要？？？？能改变你的生命吗能改变你的生命吗能改变你的生命吗能改变你的生命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神父神父神父神 

1. 神的存在神的存在神的存在神的存在: 

a. 圣经并不寻求证明 神的存在。事实上整本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位 神。

圣经的第一句经文，创世记 1:1，“起初 神创造天地”，就是最好的例

子。神的存在是一个已经成立的事实，不需要再去证明。若有人说没

有 神，他们就如诗篇 14:1所称的是“愚顽人”。 

 b. 然而，即使不谈圣经，仍然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 神的存在。 

1) 人类一直以来相信宇宙中有一位主宰。 

2) 我们知道受造物必定有一位造他的造物者，宇宙不可能没有一个

最早的起因。 

3) 我们看见这宇宙如此巧妙、如此完美的设计，必定是经由一位无

限智能的设计家设计出来的。 

4) 既然人是有智能的生物，那么造他的更必需是一个更高智能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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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本性神的本性神的本性神的本性: 

a. 神是个灵 – 祂是肉眼不能见的。 

1) 约翰福音 1:1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约翰福音 4:2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神是有位格的，以下的称呼是用来形客祂的。 

1) 出埃及记 3: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出埃及记 6: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神的性格神的性格神的性格神的性格（（（（个性个性个性个性）））） 

a. 无所不在（祂是全在的）耶利米书 23:23-24 

b. 无所不能（祂是全能的）耶利米书 32:17 & 27 

c. 无所不知（祂是全知的）约伯记 34:21 

d. 永恒的（祂是永远的）申命记 33:27 

e. 圣洁的（祂没有罪、完全圣洁）以赛亚书 6:3 

f. 公义和公正的（祂做的事永远正确，绝无错误）诗篇 145:17 

g. 充满怜悯的（祂没有给我们当受的惩罚）申命记 4:31 

h. 信实的(值得信赖的，祂永不失信）申命记 7:9 

i. 不变的（祂永不改变）玛拉基书 3:6 

j. 令人敬畏的（祂使我们里面对祂充满了深深地敬畏，因祂是配得一切

庄严神圣的敬拜的）申命记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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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祂也有一些人性的特质: 

1) 有知识的—以赛亚书 55:8-10 

2) 有情绪的—创世记 6:6 

3) 有意志的—约书亚记 3:9-10 

4. 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爱：：：： 

a. 神的性情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甚么？约翰壹书 4:7-8 & 16。 

b. 神最爱的是谁？ 

1) 马太福音 3: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约翰福音 3: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如何向我们表明/显出祂对我们的爱？罗马书 5:8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我如何能够天天经历 神的爱？罗马书 5:5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天父就是天父就是天父就是天父就是 神神神神: 

在神的位格里，父 神有主权，但祂并不比圣子和圣灵更重要。却是委派

任务给其它两位的。约翰福音 6:38及 14:16。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约翰福音第请念约翰福音第请念约翰福音第请念约翰福音第 8 章章章章，，，，并背诵约翰壹书并背诵约翰壹书并背诵约翰壹书并背诵约翰壹书 1:3 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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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第六周第六周第六周 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 

你能称呼父你能称呼父你能称呼父你能称呼父 神神神神““““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或或或或““““爹地爹地爹地爹地””””吗吗吗吗？﹙？﹙？﹙？﹙请看罗马书请看罗马书请看罗马书请看罗马书 8: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 

1. 耶稣具有父耶稣具有父耶稣具有父耶稣具有父 神一切的性情与能力神一切的性情与能力神一切的性情与能力神一切的性情与能力: 

 a. 无所不在—马太福音 28:18-20 

 b. 无所不知—马太福音 28:18 

 c. 无所不能—约翰福音 16:30 

 d. 永恒的—约翰福音 1:1-2 

 e. 圣洁的—使徒行传 3:14 

 f. 创造者—歌罗西书 1:16-17 

 g. 信实的—帖撒罗尼迦后书 3:3 

 h. 慈爱的—犹大书 21 

2. 在新约里耶稣被称为在新约里耶稣被称为在新约里耶稣被称为在新约里耶稣被称为 神神神神: 

a. 约翰福音 10:29-3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福音 20:2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在希伯来书 1:8中，谁被称为 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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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稣的独特性耶稣的独特性耶稣的独特性耶稣的独特性: 

a. 祂的独特在于祂是由童女所生:  

 1) 以赛亚书 7:14的豫言。 

 2) 马太福音 1:18-25豫言应验。 

b. 祂的独特在于祂一生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 4:14-16。 

c. 祂的独特在于祂的死: 

1) 祂为什么死？彼得前书 3: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这是祂第一次与父神分开 – 马太福音 27:46。 

d. 祂的独特在于祂从死里复活： 

    1) 在圣经上有记载—马太福音 28章，马可福音 16章，路加福音 24

章和约翰福音 20 & 21章。 

  2) 祂从死里复活后，有超过 500个人看见过祂—哥林多前书 15:1-8。 

3) 因为祂有胜过死亡与罪的能力，我们信祂的人的生命中，也有同

样的属灵能力—哥林多前书 15:12-14 & 56 和罗马书 5:10。 

   4) 基督徒的信心维系在祂的复活上—哥林多前书 15:17。 

4. 基督盼望我们借着祂基督盼望我们借着祂基督盼望我们借着祂基督盼望我们借着祂，，，，过在世的生活过在世的生活过在世的生活过在世的生活: 

   请念加拉太书请念加拉太书请念加拉太书请念加拉太书 2:20，，，，并回答下列问题并回答下列问题并回答下列问题并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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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我们一信耶稣，谁就住在我们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觉得这如何能改变你的生命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唯一能讨父唯一能讨父唯一能讨父唯一能讨父 神欢心的生命神欢心的生命神欢心的生命神欢心的生命，，，，就是子就是子就是子就是子（（（（耶稣耶稣耶稣耶稣））））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 

  a. 我们要听谁的话？路加福音 9: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谁是通向父神的道路？约翰福音 14: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主耶稣的独特性里主耶稣的独特性里主耶稣的独特性里主耶稣的独特性里，，，，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有能力的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有能力的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有能力的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有能力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约翰福音第请念约翰福音第请念约翰福音第请念约翰福音第 3-4章章章章，，，，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 3:16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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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第七周第七周第七周 确据确据确据确据 
你觉得自己是否愈来愈更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呢你觉得自己是否愈来愈更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呢你觉得自己是否愈来愈更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呢你觉得自己是否愈来愈更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确据确据确据确据 
因着因着因着因着 神话语的权柄神话语的权柄神话语的权柄神话语的权柄，，，，我们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能从更多的证据我们能从更多的证据我们能从更多的证据我们能从更多的证据

看到我们是真正得救看到我们是真正得救看到我们是真正得救看到我们是真正得救，，，，并得到永生的并得到永生的并得到永生的并得到永生的。。。。 

1. 神在祂的话里应许我们有永生神在祂的话里应许我们有永生神在祂的话里应许我们有永生神在祂的话里应许我们有永生: 

a. 约翰福音 1:12应许我们一信耶稣就成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福音 3:16说一切信祂的就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福音 5:24说信祂的不至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约翰福音 10:27-28说我们永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 

a. 罗马书 8:16-17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甚么？ 

b. 以弗所书 1:13-14对我们的未来作了何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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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翻开约翰壹书请翻开约翰壹书请翻开约翰壹书请翻开约翰壹书 5:13，，，，约翰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约翰告诉我们，，，，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

甚么甚么甚么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多次提到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多次提到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多次提到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多次提到““““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确信我们有这个确信我们有这个确信我们有这个确信﹚﹚﹚﹚这句这句这句这句

话话话话，，，，帮助这些信徒们对他们的得救有确实的把握帮助这些信徒们对他们的得救有确实的把握帮助这些信徒们对他们的得救有确实的把握帮助这些信徒们对他们的得救有确实的把握。。。。作为信徒如何能真正作为信徒如何能真正作为信徒如何能真正作为信徒如何能真正

知道这救恩是真实的知道这救恩是真实的知道这救恩是真实的知道这救恩是真实的，，，，针对此点针对此点针对此点针对此点，，，，这封书信被认为是做了最好的解释这封书信被认为是做了最好的解释这封书信被认为是做了最好的解释这封书信被认为是做了最好的解释。。。。 

a. 根据约翰壹书 2:3-5，我们怎么确实的晓得我们认识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据约翰壹书 2:21-23，有甚么行动会破坏得救的确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根据约翰壹书 3:14-15，这确据的基础是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根据约翰壹书 4:13 为了带给我们对救恩的确据，神赐给祂的儿女甚

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根据约翰壹书 4:14-15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甚么工作，使我们产生如

此的确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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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亲自成就这工神亲自成就这工神亲自成就这工神亲自成就这工: 

a. 腓立比书 1:3-6告诉我们，是 神在我们里面开始了这个善工。 

b. 这个善工祂会持续多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要你我知道神要你我知道神要你我知道神要你我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约翰壹书约翰壹书约翰壹书约翰壹书 5:11-13）。）。）。）。我们若每天都在怀疑我们若每天都在怀疑我们若每天都在怀疑我们若每天都在怀疑

自己是否已得救了自己是否已得救了自己是否已得救了自己是否已得救了，，，，那不是出于祂的旨意那不是出于祂的旨意那不是出于祂的旨意那不是出于祂的旨意。。。。要是你对自己的得救有怀疑要是你对自己的得救有怀疑要是你对自己的得救有怀疑要是你对自己的得救有怀疑，，，，

请记住请记住请记住请记住！！！！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救，，，，完全在于完全在于完全在于完全在于 神在我们里面成全了这工神在我们里面成全了这工神在我们里面成全了这工神在我们里面成全了这工。。。。即使我们即使我们即使我们即使我们

心中经心中经心中经心中经常忘记了这个事实常忘记了这个事实常忘记了这个事实常忘记了这个事实，，，，它仍然是真实的它仍然是真实的它仍然是真实的它仍然是真实的（（（（约翰壹书约翰壹书约翰壹书约翰壹书 3:19-20）。）。）。）。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要祷告并求要祷告并求要祷告并求要祷告并求 神提醒我们自己神提醒我们自己神提醒我们自己神提醒我们自己，，，，祂是信实的祂是信实的祂是信实的祂是信实的，，，，祂一定会坚守祂的应许的祂一定会坚守祂的应许的祂一定会坚守祂的应许的祂一定会坚守祂的应许的。。。。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约翰壹书第一章请念约翰壹书第一章请念约翰壹书第一章请念约翰壹书第一章，，，，背诵腓立比书背诵腓立比书背诵腓立比书背诵腓立比书 1:6 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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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周第八周第八周第八周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我们为什么应该常常对我们为什么应该常常对我们为什么应该常常对我们为什么应该常常对 神的话心存感恩呢神的话心存感恩呢神的话心存感恩呢神的话心存感恩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一个人一生至少祷告过一次每一个人一生至少祷告过一次每一个人一生至少祷告过一次每一个人一生至少祷告过一次。。。。甚至有人说甚至有人说甚至有人说甚至有人说““““我不信神我不信神我不信神我不信神””””，，，，但是当危险临但是当危险临但是当危险临但是当危险临

到他的时候到他的时候到他的时候到他的时候，，，，他也会哭喊着他也会哭喊着他也会哭喊着他也会哭喊着““““神啊神啊神啊神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们对祷告都有某种程度我们对祷告都有某种程度我们对祷告都有某种程度我们对祷告都有某种程度

的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祷告是祷告是祷告是祷告是 神给我们最大的特权之一神给我们最大的特权之一神给我们最大的特权之一神给我们最大的特权之一。。。。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创造天地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创造天地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创造天地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创造天地、、、、

万物的主宰面前万物的主宰面前万物的主宰面前万物的主宰面前，，，，跟祂说话跟祂说话跟祂说话跟祂说话。。。。尤其重要的是尤其重要的是尤其重要的是尤其重要的是，，，，祂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说祂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说祂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说祂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说！！！！””””  

有效的祷告生活有效的祷告生活有效的祷告生活有效的祷告生活————史密斯牧师着史密斯牧师着史密斯牧师着史密斯牧师着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1. 祷告是甚么祷告是甚么祷告是甚么祷告是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谁该祷告谁该祷告谁该祷告谁该祷告？？？？ 

 诗篇 32: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们应该向谁祷告我们应该向谁祷告我们应该向谁祷告我们应该向谁祷告？？？？ 

 马太福音 6:5-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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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应该为甚么事情祷告我们应该为甚么事情祷告我们应该为甚么事情祷告我们应该为甚么事情祷告？？？？ 

 a. 腓立比书 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马太福音 6: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马太福音 9:3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帖撒罗尼迦后书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雅各书 5:13-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以弗所书 3:14-1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们应该在哪里祷告我们应该在哪里祷告我们应该在哪里祷告我们应该在哪里祷告？？？？ 

 a. 哥林多前书 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路加福音 19: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马太福音 6: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我们应该在甚么时候祷告我们应该在甚么时候祷告我们应该在甚么时候祷告我们应该在甚么时候祷告？？？？ 

 a. 路加福音 18: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帖撒罗尼迦前书 3: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诗篇 6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我们为什么应该祷告我们为什么应该祷告我们为什么应该祷告我们为什么应该祷告？？？？ 

 a. 路加福音 22:4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以弗所书 6:10-12 & 1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以弗所书 3:14-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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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约翰福音 15: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 

a. 罗马书 8:2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壹书 5:1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犹大书 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哥林多前书 14: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祷告所遇到的拦阻祷告所遇到的拦阻祷告所遇到的拦阻祷告所遇到的拦阻 

a. 以赛亚书59: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雅各书 1:6-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雅各书4: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路加福音 18:9-1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以弗所书请念以弗所书请念以弗所书请念以弗所书 1:15-23及及及及 3:14-21，，，，背诵雅各书背诵雅各书背诵雅各书背诵雅各书 5:16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及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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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周第九周第九周第九周 撒旦和属灵的争战撒旦和属灵的争战撒旦和属灵的争战撒旦和属灵的争战 
有甚么会另我们的祷告不被垂听有甚么会另我们的祷告不被垂听有甚么会另我们的祷告不被垂听有甚么会另我们的祷告不被垂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撒旦和属灵的争战撒旦和属灵的争战撒旦和属灵的争战撒旦和属灵的争战 

1. 从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恶的本性从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恶的本性从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恶的本性从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恶的本性: 

a. “撒旦”是最常用到的名字—在圣经中出现 50多次—它的意思是“仇

敌”或“反对者”。 

b. “魔鬼”这个名字也出现 30多次—它的意思就是“诽谤者”或“恶

意中伤者” 

c. 约翰福音8: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哥林多后书 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哥林多后书 11:13-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以弗所书 2: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帖撒罗尼迦前书 3:5 和马太福音 4: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启示录 9: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启示录 12: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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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旦如何进行它的工作撒旦如何进行它的工作撒旦如何进行它的工作撒旦如何进行它的工作？？？？ 

a. 以弗所书6: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彼得前书 5:8-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福音8: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创世记 3:13及启示录 20: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根据约翰壹书根据约翰壹书根据约翰壹书根据约翰壹书 3:8，，，，耶稣来为要做甚么耶稣来为要做甚么耶稣来为要做甚么耶稣来为要做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属灵的争战属灵的争战属灵的争战属灵的争战 

1. 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主，，，，倚靠祂的大能倚靠祂的大能倚靠祂的大能倚靠祂的大能、、、、大力才能站立得稳大力才能站立得稳大力才能站立得稳大力才能站立得稳————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

6:10-18告诉我们当如何做告诉我们当如何做告诉我们当如何做告诉我们当如何做。。。。 

2. 穿戴穿戴穿戴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全套的全套的全套的全套的、、、、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a. 真理的带子真理的带子真理的带子真理的带子—真理能击败谎言，并装备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上行走

正路。 

b. 公义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这是信徒该采取的正确行动。护心镜是为了保护士

兵的心脏。﹙请看提摩太后书 2:4﹚ 

c. 福音的鞋福音的鞋福音的鞋福音的鞋—鞋代表着准备好随时行动，我们应该准备好，随时用 神

的话来打这场属灵的仗。﹙请看彼得前书 3:15﹚ 



 29 

d. 信信信信德的德的德的德的藤牌藤牌藤牌藤牌—藤牌可抵挡一切从撒旦来的﹙那些炽热的火箭﹚攻击

﹙例如：试探、不洁的思想﹚。当攻击来时，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拿起

来的武器。 

e. 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当 神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就能保护我们的思想，不

致被疑虑、属世、属血气和邪恶的东西入侵，这会使我们与 神的关

系更为稳固。 

f. 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这是我们唯一能作主动攻击的武器，当

我们被攻击的时候，可以用 神的话来还击。 

3. 切记切记切记切记！！！！这不是一个属物质的战争这不是一个属物质的战争这不是一个属物质的战争这不是一个属物质的战争，，，，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请看哥林多后书请看哥林多后书请看哥林多后书请看哥林多后书 10:3-7 

a. 属灵的武器能成就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主耶稣如何敌挡撒旦的攻击主耶稣如何敌挡撒旦的攻击主耶稣如何敌挡撒旦的攻击主耶稣如何敌挡撒旦的攻击？？？？ 

a. 请看马太福音 4:1-11，并回答下列的问题： 

1) 耶稣当时身体的状况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撒旦的三个试探，耶稣如何回答？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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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当我们遇到各样试探或考验的时候，从耶稣所受的试探，教导了 

我们甚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约翰壹书约翰壹书约翰壹书约翰壹书 4:4 给了我们甚么应许给了我们甚么应许给了我们甚么应许给了我们甚么应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马太福音第请念马太福音第请念马太福音第请念马太福音第 4 章和犹大书章和犹大书章和犹大书章和犹大书，，，，背诵以弗所书背诵以弗所书背诵以弗所书背诵以弗所书 6:12及彼此祷及彼此祷及彼此祷及彼此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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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第十周第十周第十周 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居首位 
本周从约翰壹书本周从约翰壹书本周从约翰壹书本周从约翰壹书 4:4 对你有甚么帮助对你有甚么帮助对你有甚么帮助对你有甚么帮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居首位让基督居首位 

1. 主权的定义主权的定义主权的定义主权的定义: 

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意思就是天天在 神面前顺服及降服，把你

的全人交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承认祂有权柄管辖我们。请念哥林多

后书 5:14-15 及歌罗西书 1:18并默想。 

2. 耶稣对祂的门徒有耶稣对祂的门徒有耶稣对祂的门徒有耶稣对祂的门徒有甚么计划甚么计划甚么计划甚么计划？？？？ 

a. 路加福音 9:23说到当门徒的要点: 

若有人要跟随耶稣，成为祂的门徒，他必须：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将 神及别人放在第一位，拒绝再过取悦自己的生活。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以 神的旨意取代自己的旨意。耶稣已经这

样作了—路加福音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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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跟从耶稣，而不跟从任何人、事、物。请看马太福音 4:19 和彼得

前书 2:21，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b. 主权的主要原则，就是我们从自己生命的宝座上走下来，邀请耶稣坐

上宝座来管辖我们，信靠祂所安排的，必定是对我们最好的。 

c. 顺服的挣扎：人们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宰，有两个原因： 

   1) 我们担心 神可能要求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 

   2) 我们不确定 神是否以我们的好处为重。 

   3) 但是，请思考耶利米书 29:11-14 

3. 我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a. 根据约翰福音 14:15, 21 & 23，我们向耶稣表示我们的爱是借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雅各书 1:22-25告诉我们，必须要读 神的话，看看 神在我身上的旨

意是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别人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别人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别人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别人怎么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a. 约翰福音 13:35说到耶稣基督门徒的记号是甚么？ 

5.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会得到甚么祝福会得到甚么祝福会得到甚么祝福会得到甚么祝福？？？？ 

a. 彼得前书 3:15-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罗马书 12: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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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罗马书 6:2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我们都能看见我们都能看见我们都能看见我们都能看见，，，，周围的人因缺乏顺服的心所得着的后果周围的人因缺乏顺服的心所得着的后果周围的人因缺乏顺服的心所得着的后果周围的人因缺乏顺服的心所得着的后果。。。。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知道甚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知道甚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知道甚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知道甚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全人交给祂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全人交给祂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全人交给祂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全人交给祂，，，，并每天单并每天单并每天单并每天单

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经歴一个我们才能真正经歴一个我们才能真正经歴一个我们才能真正经歴一个 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

当我们继续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继续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继续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继续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心中有真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心中有真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心中有真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心中有真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请念罗马书请念罗马书请念罗马书请念罗马书 10:9-13并思想并思想并思想并思想。。。。 

 

实际应用问答实际应用问答实际应用问答实际应用问答：：：：有什么东西正阻碍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有什么东西正阻碍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有什么东西正阻碍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有什么东西正阻碍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念罗马书第请念罗马书第请念罗马书第请念罗马书第 7 章和第章和第章和第章和第 8 章章章章，，，，背诵马太福音背诵马太福音背诵马太福音背诵马太福音 16:24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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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周第十一周第十一周第十一周 团契团契团契团契 
作耶稣的跟随者是甚么意思作耶稣的跟随者是甚么意思作耶稣的跟随者是甚么意思作耶稣的跟随者是甚么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团契团契团契团契 

1.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团契就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彼此把心底的感受讲出来与他人

分享，并真诚地以心相交: 

2. 信徒与世界的不同信徒与世界的不同信徒与世界的不同信徒与世界的不同：：：： 

请念彼得前书 2:9-11，并回答下列四个问题: 

a. 在第 9 节里，彼得如何称呼我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据第 10节，我们以前一直都是 神的子民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在第 11节里，我们在现今的世代，像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我们该如何回应？﹙11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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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我们与谁团契我们与谁团契我们与谁团契我们与谁团契？？？？ 

a. 哥林多后书13:1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壹书 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壹书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团契的动机是甚么团契的动机是甚么团契的动机是甚么团契的动机是甚么？？？？ 

a. 罗马书 8:35-3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壹书 2:3-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希伯来书 10:24-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初期教会的活动初期教会的活动初期教会的活动初期教会的活动: 

a. 使徒行传 2:42描述教会的哪四种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实际应用问题：今天的教会如何跟随他们的榜样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团契最重要的就是爱团契最重要的就是爱团契最重要的就是爱团契最重要的就是爱: 

a. 约翰福音 13:34-3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壹书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团契的时候做些甚么团契的时候做些甚么团契的时候做些甚么团契的时候做些甚么？？？？ 

a. 希伯来书 10:24-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加拉太书 6: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罗马书15: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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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罗马书 12: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使徒行传 17: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团契对基督徒是可有可无的吗团契对基督徒是可有可无的吗团契对基督徒是可有可无的吗团契对基督徒是可有可无的吗？？？？ 

a. 希伯来书10: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想，若不参加团契与别的基督徒交通，会有甚么危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 ：：：：请念腓立比书请念腓立比书请念腓立比书请念腓立比书，，，，背诵希伯来书背诵希伯来书背诵希伯来书背诵希伯来书 10:25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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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周第十二周第十二周第十二周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 
本周你从团契得到甚么祝福本周你从团契得到甚么祝福本周你从团契得到甚么祝福本周你从团契得到甚么祝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祂的神性和位格祂的神性和位格祂的神性和位格祂的神性和位格 

1. 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有位格的: 

a. 圣灵不是一个无本性的能源、能力或势力。祂是有位格的。 

b. 在希腊文和中文圣经里提到圣灵时都用“他”或“祂”为代名词。 

c. 在约翰福音 14:16，这个“他”是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祂做的事是有位格才能做到的祂做的事是有位格才能做到的祂做的事是有位格才能做到的祂做的事是有位格才能做到的: 

a. 约翰福音 14: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使徒行传 1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约翰福音16: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罗马书 8: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祂也会被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影响祂也会被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影响祂也会被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影响祂也会被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影响: 

a. 我们会欺骗祂—使徒行传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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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们会使祂担忧—以弗所书 4:30 

c. 我们会消灭祂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 

d. 我们会羞辱祂—希伯来书 10:29 

4. 圣灵具有圣灵具有圣灵具有圣灵具有 神的一切属性神的一切属性神的一切属性神的一切属性: 

a. 无所不在—诗篇 139:7-10 

b. 无所不能—路加福音 1:35 

c. 无所不知—约翰福音 14:26 及 16:12-13 

d. 永远的—希伯来书 9:14 

e. 圣洁的—罗马书 1:4 

f. 创造者—约伯记 33:4、诗篇 104:30 

5. 圣灵与圣父圣灵与圣父圣灵与圣父圣灵与圣父、、、、圣子是有分别的圣子是有分别的圣子是有分别的圣子是有分别的: 

a. 马太福音 28:19分别提到圣父、圣子、圣灵。 

b. 当耶稣受了洗，圣父不但说话，还差遣圣灵降临在圣子﹙耶稣﹚的身

上—路加福音 3:21-22。 

6. 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作了甚么工作圣灵作了甚么工作圣灵作了甚么工作圣灵作了甚么工作？？？？ 

a. 约翰福音 3: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提多书 3:4-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哥林多前书 3:16 & 6: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约翰福音 7:37-3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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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以弗所书 1:13-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 5:3-4中中中中，，，，圣灵被尊称为圣灵被尊称为圣灵被尊称为圣灵被尊称为 神神神神，，，，并在人当中活跃地工作并在人当中活跃地工作并在人当中活跃地工作并在人当中活跃地工作，，，，祂又能祂又能祂又能祂又能

指出人的罪指出人的罪指出人的罪指出人的罪，，，，并引领信徒进入真理并引领信徒进入真理并引领信徒进入真理并引领信徒进入真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 16:5-15。。。。 

 
 
 

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 

1. 圣经教导我们只有一位圣经教导我们只有一位圣经教导我们只有一位圣经教导我们只有一位 神神神神: 

请念申命记请念申命记请念申命记请念申命记 4:39 & 6:4、、、、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 7:22 和以赛亚书和以赛亚书和以赛亚书和以赛亚书 43:10-13。。。。 

2. 三位一体的道理三位一体的道理三位一体的道理三位一体的道理，，，，在旧在旧在旧在旧约里并没有清楚地提到约里并没有清楚地提到约里并没有清楚地提到约里并没有清楚地提到，，，，却有暗示到却有暗示到却有暗示到却有暗示到: 

请思想创世记请思想创世记请思想创世记请思想创世记 1:26，，，，3:22和和和和 11:7。。。。 

3. 在创世记在创世记在创世记在创世记 1:1 ““““神神神神””””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用的是复数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用的是复数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用的是复数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用的是复数

（（（（ELOHIM ））））: 

a. 在希伯来文， 神这个字的单数是“EL” 。 

b. 在希伯来文， 神这个字的双数是“ELAH” 。 

c. 在希伯来文， 神这个字的复数﹙三个或三个以上﹚是“ELOHIM” 。 

4. 三位一体在新约有很清楚的交代三位一体在新约有很清楚的交代三位一体在新约有很清楚的交代三位一体在新约有很清楚的交代: 

请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 3:16-17，，，，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 1:2 和犹大书和犹大书和犹大书和犹大书 20-21并思想并思想并思想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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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a. 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 

b. 每一位格都是完全的 神 

c. 只有一位 神 

 
 

三位一体是一个很难懂的观念三位一体是一个很难懂的观念三位一体是一个很难懂的观念三位一体是一个很难懂的观念。。。。借着借着借着借着 神话语整体的启示神话语整体的启示神话语整体的启示神话语整体的启示，，，，三位一体是三位一体是三位一体是三位一体是

唯一能解释唯一能解释唯一能解释唯一能解释 神的三个位格的方法神的三个位格的方法神的三个位格的方法神的三个位格的方法。。。。请牢记申命记请牢记申命记请牢记申命记请牢记申命记 29:29。。。。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请看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 14-17章章章章，，，，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背诵约翰福音 14:16，，，，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并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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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周第十三周第十三周第十三周 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本周在你的生活中本周在你的生活中本周在你的生活中本周在你的生活中，，，，你看见圣灵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你看见圣灵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你看见圣灵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你看见圣灵在哪一方面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1. 圣灵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圣灵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圣灵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圣灵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 

a. 根据哥林多前书 12:27，这是谁的身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据哥林多前书 12:14 & 17 和罗马书 12:4-5，教会里所有的会友是否

都是一模一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谁便我们成为身上不同的肢体？看哥林多前书 12:18和以弗所书

1:11-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根据哥林多前书 12:21-25和彼得前书 4:10，我们是否在身子内都是重

要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在主里，你需要别的肢体吗？请看哥林多前书 12:21-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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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谁是身子的头？请看歌罗西书 1:18和以弗所书 1: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圣灵给每一个信徒不同的恩赐及能力圣灵给每一个信徒不同的恩赐及能力圣灵给每一个信徒不同的恩赐及能力圣灵给每一个信徒不同的恩赐及能力: 

请翻开哥林多前书请翻开哥林多前书请翻开哥林多前书请翻开哥林多前书 12章章章章：：：： 

a. 根据第 4-6节，人人都有相同的恩赐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据第 7节，是否人人至少都有一个恩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给这些恩赐是为了谁得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根据第 8-10节，有甚么不同的恩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谁有权柄赐给这些恩赐？（第 11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根据第 31节，我们能祈求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根据哥林多前书 13:13里，保罗说最大的恩赐是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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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哥林多前书 13:1-3，保罗对于爱作了一些强列的宣告。在这些经文里， 

哪一个更重要？是使用恩赐？还是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立刻成为 神的儿女，并加入一个新的属灵大

家庭，就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身上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正当地

运作，身体也会很健康。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若是每一个肢体都在灵

里长进，并行出它应有的独特能吋，身体才会健康强壮。 

 

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实际应用问题: 你你你你认为自己认为自己认为自己认为自己属于属于属于属于基督身体的那一部份基督身体的那一部份基督身体的那一部份基督身体的那一部份？？？？我该做些甚我该做些甚我该做些甚我该做些甚

么么么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 ：：：：请念哥林多前书请念哥林多前书请念哥林多前书请念哥林多前书 12-14章章章章，，，，背诵第背诵第背诵第背诵第 13:13，，，，彼此代祷彼此代祷彼此代祷彼此代祷。。。。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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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周第十四周第十四周第十四周 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成为基督的肢体，对你有甚么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1. 圣灵降临的应许圣灵降临的应许圣灵降临的应许圣灵降临的应许: 

a. 在旧约里有豫言—约珥书 2:28-32。 

b. 在新约里耶稣也曾应许—约翰福音 14:16-17 & 26 和 15:26-27。 

2. 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 1:4-5，，，，耶稣告诉祂的门徒要等候甚么耶稣告诉祂的门徒要等候甚么耶稣告诉祂的门徒要等候甚么耶稣告诉祂的门徒要等候甚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请翻开使徒行传请翻开使徒行传请翻开使徒行传请翻开使徒行传 1:8，，，，并注意下面几点并注意下面几点并注意下面几点并注意下面几点: 

a. “能力”这个字是出自希腊文的 dunomis 一词, 与英文的“炸药”这

个字有同样根源。当我们为基督作见证时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希腊文是 para）衪

使我们知罪，并将我们带到基督面前。请看约翰福音 16:8。 

c.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希腊文是 en）请看

约翰福音 14:16-17 & 20:22及哥林多前书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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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圣灵的第三个经验是，祂降临我们的生命中（希腊文是 epi）涌流

出来。请看约翰福音 7:37-39。 

1) “涌流”在希腊文是“喷出”之意。 

2)  “浸礼”在希腊文是“满溢”之意。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

就成为一个管道，因为圣灵借着我们涌流到我们周围的人。 

3) 当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的时候，发生了甚么事？ 

使徒行传 10:44-4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徒行传 19: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会发生甚么事会发生甚么事会发生甚么事会发生甚么事？？？？ 

a. 我们会得着能力为耶稣作见证，并且依照祂所吩咐的去事奉祂。 

b. 我们会得着更大的能力来克服罪。 

c. 神的话﹙圣经﹚对我们更真实、更有意义。  

d. 我们与 神的关系更有朝气和活力。 

e. 当我们向 神祷告，并求祂赐下圣灵的洗，我们就会得着属灵的恩赐。

我们凭信心接受，正如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作我们的救主一样。

﹙路加福音 11:9-13和加拉太书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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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分享你的信心与人分享你的信心与人分享你的信心与人分享你的信心 
1. 根据彼得前书根据彼得前书根据彼得前书根据彼得前书 3:15，，，，在我们预备与人分享我们的信心之前在我们预备与人分享我们的信心之前在我们预备与人分享我们的信心之前在我们预备与人分享我们的信心之前，，，，我们个人的我们个人的我们个人的我们个人的

生活先要有甚么样的事情发生生活先要有甚么样的事情发生生活先要有甚么样的事情发生生活先要有甚么样的事情发生﹙﹙﹙﹙甚么样的预备甚么样的预备甚么样的预备甚么样的预备﹚？﹚？﹚？﹚？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心里尊主基督心里尊主基督心里尊主基督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为圣为圣为圣””””是甚么意思是甚么意思是甚么意思是甚么意思？？？？ 

3. 与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点与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点与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点与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点: 

a.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b. 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 6:23。 

c. 神差派衪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祂的爱就在此向

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8，约翰福音 3:16。 

d.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罗马书 10:9 – 10 & 13。 

e. 请看以赛亚书 59:1-2，约翰福音 3:3，使徒行传 3:19-20 和以弗所书

2:8-9。并默想。 

4. 为主作见证时为主作见证时为主作见证时为主作见证时的基本工具的基本工具的基本工具的基本工具: 

a. 圣经—小本﹙口袋型﹚的新约圣经就够用了。 

b. 福音单张—在基督教书店都可买到。选用简单清楚的单张，用你个人

适用的单张为佳。 

c. 背诵经文。上列的经文是你最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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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记住记住记住记住: 

a. 当你为主传福音时，是圣灵给你当说的话，圣灵也借着你说话— 

马太福音 10:18-20 

b. 是主自己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使徒行传 2:47 

 

功课功课功课功课 ：：：：请念使徒行传请念使徒行传请念使徒行传请念使徒行传，，，，背诵背诵背诵背诵 1:8，，，，并付诸行动并付诸行动并付诸行动并付诸行动！！！！ 

笔记笔记笔记笔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