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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序序序 

 
我們盼望你能利用這本教材我們盼望你能利用這本教材我們盼望你能利用這本教材我們盼望你能利用這本教材，，，，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課上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課上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課上在基督徒信心的功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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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有多方的瞭解與裝備也能有多方的瞭解與裝備也能有多方的瞭解與裝備也能有多方的瞭解與裝備。。。。今天今天今天今天，，，，勝于以往勝于以往勝于以往勝于以往，，，，我們需要我們需要我們需要我們需要““““在祂裏面生在祂裏面生在祂裏面生在祂裏面生

根建造根建造根建造根建造，，，，信心堅固信心堅固信心堅固信心堅固。。。。””””﹙﹙﹙﹙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2:7﹚﹚﹚﹚既有這個目標擺在前面既有這個目標擺在前面既有這個目標擺在前面既有這個目標擺在前面，，，，讓我們在讓我們在讓我們在讓我們在

這場競賽中得勝這場競賽中得勝這場競賽中得勝這場競賽中得勝。。。。 

 

這本書包含了十四周的課程這本書包含了十四周的課程這本書包含了十四周的課程這本書包含了十四周的課程，，，，要是認真研讀要是認真研讀要是認真研讀要是認真研讀，，，，會幫助你在信心的基礎上有會幫助你在信心的基礎上有會幫助你在信心的基礎上有會幫助你在信心的基礎上有

一個好的開始一個好的開始一個好的開始一個好的開始，，，，也會帶領你在往後人生的旅途上走過順境與逆境也會帶領你在往後人生的旅途上走過順境與逆境也會帶領你在往後人生的旅途上走過順境與逆境也會帶領你在往後人生的旅途上走過順境與逆境。。。。我們盼我們盼我們盼我們盼

望你能將聖經上的教導應用望你能將聖經上的教導應用望你能將聖經上的教導應用望你能將聖經上的教導應用在生活上在生活上在生活上在生活上，，，，就如耶穌說就如耶穌說就如耶穌說就如耶穌說““““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

去行的去行的去行的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好比一個聰明人好比一個聰明人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把房子蓋在磐石上把房子蓋在磐石上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雨淋雨淋雨淋、、、、水沖水沖水沖水沖、、、、風吹風吹風吹風吹、、、、撞著撞著撞著撞著

那房子那房子那房子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房子總不倒塌房子總不倒塌房子總不倒塌，，，，因因因因爲爲爲爲根基立在磐石上根基立在磐石上根基立在磐石上根基立在磐石上。。。。””””﹙﹙﹙﹙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7:24-25﹚﹚﹚﹚耶耶耶耶

穌就是那磐石穌就是那磐石穌就是那磐石穌就是那磐石。。。。 

 

雅各告訴我們雅各告訴我們雅各告訴我們雅各告訴我們““““你們親近你們親近你們親近你們親近 神神神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神就必親近你們神就必親近你們神就必親近你們””””﹙﹙﹙﹙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 4:8﹚，﹚，﹚，﹚，這是我這是我這是我這是我

們對已信靠耶穌們對已信靠耶穌們對已信靠耶穌們對已信靠耶穌幷幷幷幷渴望讓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禱告渴望讓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禱告渴望讓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禱告渴望讓祂作生命主宰者的盼望及禱告。。。。  

 

主內肢體主內肢體主內肢體主內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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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第一周第一周第一周  悔改與信心悔改與信心悔改與信心悔改與信心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 

悔改就是改變你對罪的看法及態度，也就是，爲了得到饒恕和潔淨，而

離開你的罪幷轉向 神﹙耶穌基督﹚。 

1. 誰傳這需要悔改的道誰傳這需要悔改的道誰傳這需要悔改的道誰傳這需要悔改的道﹖﹖﹖﹖ 

 a. 馬太福音 3 :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馬太福音 4 : 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馬可福音 6 : 7-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使徒行傳 2 : 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使徒行傳 17 : 22 & 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真心悔改的特徵是甚真心悔改的特徵是甚真心悔改的特徵是甚真心悔改的特徵是甚麽麽麽麽﹖﹖﹖﹖ 

 a. 哥林多後書 7 : 9-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路加福音 18 : 9-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悔改是三方面的改變悔改是三方面的改變悔改是三方面的改變悔改是三方面的改變 

 a. 理智方面—思想的改變，也就是想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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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情緒方面—心理的改變，也就是欲望的改變 

 c. 意志方面—意願的改變，也就是行爲的改變        

4. 我們對世人的信息是甚我們對世人的信息是甚我們對世人的信息是甚我們對世人的信息是甚麽麽麽麽？？？？ 

 路加福音 24 : 45-4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1. 在聖經上在聖經上在聖經上在聖經上““““信心信心信心信心””””的定義是甚的定義是甚的定義是甚的定義是甚麽麽麽麽？？？？ 

   希伯來書 11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個人給你個人給你個人給你個人給““““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下甚下甚下甚下甚麽麽麽麽定義呢定義呢定義呢定義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信心是從哪裏來的信心是從哪裏來的信心是從哪裏來的信心是從哪裏來的？？？？ 

   希伯來書 12 :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們如何領受信心我們如何領受信心我們如何領受信心我們如何領受信心？？？？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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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它得救 — 以弗所書 2 :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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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靠它生活 — 哥林多後書 5 : 7 

 c. 它是我們抵擋那惡者的盾牌 — 以弗所書 6 : 16 

 d. 它從不放弃 — 希伯來書 11 : 7 & 30 

 e. 它幫助我們勝過世界及世上所有的困難 — 約翰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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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對基督的態度上就是我們對基督的態度上就是我們對基督的態度上就是我們對基督的態度上，，，，和在思想上的改變和在思想上的改變和在思想上的改變和在思想上的改變；；；；從一從一從一從一

個不信及排斥的態度個不信及排斥的態度個不信及排斥的態度個不信及排斥的態度，，，，轉變成相信與接受的態度轉變成相信與接受的態度轉變成相信與接受的態度轉變成相信與接受的態度。。。。在基督裏的真信心包含在基督裏的真信心包含在基督裏的真信心包含在基督裏的真信心包含

承認自己的罪及離承認自己的罪及離承認自己的罪及離承認自己的罪及離弃弃弃弃罪罪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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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也是互有關它們也是互有關它們也是互有關它們也是互有關

聯的聯的聯的聯的。。。。 

 

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經歷是怎樣的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經歷是怎樣的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經歷是怎樣的你悔改及信靠基督的經歷是怎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請念約翰福音第一章請念約翰福音第一章請念約翰福音第一章請念約翰福音第一章，，，，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 1 : 12-13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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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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你如何將信心付諸行動本周你如何將信心付諸行動本周你如何將信心付諸行動本周你如何將信心付諸行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罪罪罪罪 

1. 甚甚甚甚麽麽麽麽是罪是罪是罪是罪？？？？ 

 a. 羅馬書 3 : 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以賽亞書 53 :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約翰壹書3 :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誰犯罪是誰犯罪是誰犯罪是誰犯罪？？？？ 

 a. 列王記上8 :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羅馬書 3 : 2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約翰壹書1 : 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罪是從哪裏來的罪是從哪裏來的罪是從哪裏來的罪是從哪裏來的？？？？ 

 a. 以賽亞書 14 : 12-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羅馬書 5 :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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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我會犯罪我會犯罪我會犯罪我會犯罪？？？？ 

a. 亞當在伊甸園做的亞當在伊甸園做的亞當在伊甸園做的亞當在伊甸園做的决决决决定定定定：：：： 

 1) 神告訴亞當不可以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創世記 2﹚ 

   2) 人類罪的始源是因亞當選擇違背 神的命令而産生的。﹙創世記 3﹚ 

b. 因著亞當的選擇因著亞當的選擇因著亞當的選擇因著亞當的選擇，，，，所帶給我們今天的影響所帶給我們今天的影響所帶給我們今天的影響所帶給我們今天的影響：：：：               

   1) 罪借著一個人—亞當，而進入世界。﹙羅馬書 5 : 12﹚ 

   2) 亞當的罪使人與 神分開。﹙創世記 3 : 22﹚ 

   3) 亞當的罪使人類的身體與靈魂都進入死亡。 

    a) 身體的死亡—靈魂與身體分開。﹙創世記 3 : 19﹚ 

    b) 靈魂的死亡—靈魂與 神永遠分開。﹙羅馬書 6 : 23，  

          帖撒羅尼迦後書 1 : 8-10﹚ 

 
 

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1. 救恩的定義救恩的定義救恩的定義救恩的定義: 

就是把我們從生命中罪惡掌管的權勢，以及與 神永遠分離的狀况       

中被拯救出來。 

2. 神給我們的禮物是甚神給我們的禮物是甚神給我們的禮物是甚神給我們的禮物是甚麽麽麽麽？？？？ 

   約翰福音 3 : 16 &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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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 : 8-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們是因信靠誰而得救恩的我們是因信靠誰而得救恩的我們是因信靠誰而得救恩的我們是因信靠誰而得救恩的？？？？ 

 羅馬書 10 : 9-10 &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赦免赦免赦免赦免 

1. 赦免的定義赦免的定義赦免的定義赦免的定義: 

 就是對得罪你的人，放弃你本來要向他做的懲罰及報復的行動，幷寬恕

他。 

a. 神願意對你的罪有何處置？約翰壹書 1 :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我們必須願意做甚麽？馬太福音 6 : 14-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現在如何看我的罪？耶利米書 31 : 3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對于對于對于對于 神給我們這個救恩的禮物神給我們這個救恩的禮物神給我們這個救恩的禮物神給我們這個救恩的禮物，，，，該如何回應呢該如何回應呢該如何回應呢該如何回應呢？？？？ 

 請看以弗所書 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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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請念以弗所書第二章請念以弗所書第二章請念以弗所書第二章請念以弗所書第二章，，，，幷幷幷幷背誦背誦背誦背誦 2 : 8 – 9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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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第三周第三周第三周  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從從從從  神來的赦免神來的赦免神來的赦免神來的赦免，，，，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帶來了甚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帶來了甚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帶來了甚在你本周的生活上帶來了甚麽麽麽麽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經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1.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聖經是 神向祂所創造的人類，啓示祂自己的一本書。聖經也是一本人

類與 神之間關係的連貫性的歷史故事。聖經有一個偉大的主題：耶穌

基督的位格和祂的的工作。 

2. 神的話是一個進行中的神的話是一個進行中的神的話是一個進行中的神的話是一個進行中的啓啓啓啓示示示示：：：： 

請念希伯來書請念希伯來書請念希伯來書請念希伯來書 1:1-3，，，，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神是怎神是怎神是怎神是怎麽麽麽麽說的說的說的說的？？？？ 

 a. 有清楚的時間交代  

 b. 多次多方 – 用多樣的方式 

 c. 在古時﹙在過去﹚ 

 d. 借著衆先知曉諭列祖 

 e. 在這末世 

 f. 借著祂的兒子曉諭我們﹙彰顯 神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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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經是一本很特殊的書聖經是一本很特殊的書聖經是一本很特殊的書聖經是一本很特殊的書：：：： 

    請念提摩太后書請念提摩太后書請念提摩太后書請念提摩太后書 3:163:163:163:16----17171717。。。。    

 a. 聖經中哪一部份是 神所默示的？﹙或是“ 神的呼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釋： 神所默示的原文是“神的呼出” 

 b. 神的話對我們有甚麽益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根據第 17節，聖經預備﹙裝備﹚我們做甚麽？ 

4. 神的語神的語神的語神的語（（（（道道道道））））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 

a. 神的話是： 

彼前書 1:23-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神的話是： 

希伯來書 4: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的話將： 

路加福音 21:3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神的話是： 

羅馬書 1: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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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神的話絕不： 

 以賽亞書 55: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怎我怎我怎我怎麽麽麽麽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能信任這本聖經呢我能信任這本聖經呢我能信任這本聖經呢我能信任這本聖經呢？？？？ 

a. 彼得後書 1 : 20-21向我們保證 神的話是既真實、又可靠的。(注釋：

在舊約裏，有超過 300個關于耶穌生平和事工的預言，它們都應驗了。

要是按照機率的分析，一個人的一生，若應驗八個預言，這個機率，

將是 10的後面加 17個零〔1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的機會！

因此我們可以瞭解，爲什麽使徒彼得肯定的宣稱，經上所有的豫言都

是正確無誤，幷值得相信。) 

b. 提摩太后書 3:16告訴我們聖經都是起源于 神的。 

c. 提多書 1: 2告訴我們 神不能說謊。 

d. 這說明了神的話語有多可靠？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詩篇請念詩篇請念詩篇請念詩篇 119:1-88，，，，背誦背誦背誦背誦 119:16幷幷幷幷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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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第四周第四周第四周 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你能像詩人所說的你能像詩人所說的你能像詩人所說的你能像詩人所說的：：：：““““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我不忘記你的我不忘記你的我不忘記你的我不忘記你的

話話話話。。。。””””嗎嗎嗎嗎？﹙？﹙？﹙？﹙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119: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1. 聖經總覽聖經總覽聖經總覽聖經總覽: 

a. 聖經共有 66卷書；舊約 39卷，新約 27卷。 

b. 爲了查考聖經的方便，所以每一卷書也分章、分節（這是後來的人爲

了我們查考的方便而加上去的，原不是 神的默示)。 

c. 舊約是用希伯來文寫的。 

d. 新約是用希臘文寫的。（記住：我們現在念的中文聖經是從這兩種原

文翻譯過來的。中文聖經和合本是 1919年出版的。) 

e. 爲什麽需要新約呢？難道舊約有甚麽不足嗎？請念希伯來書 8:9-10。 

  1) 神與以色列人所立之舊約的基礎，乃是建立在人對神的順服上。 

2) 新約的基礎是 神爲人所作出的行動。注意第 10節“我要”。 這

是主耶穌基督所舍的血所成就的。(路加福音 2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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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學習聖經如何學習聖經如何學習聖經如何學習聖經:                                

請看以賽亞書請看以賽亞書請看以賽亞書請看以賽亞書 28:9-13 

a. 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一章接一章）：每一章都是神話語所宣告的真

理。例如“世人都犯了罪”、“神就是愛”、“耶穌復活升天”等等。 

b. 律上加律、例上加例（一行接一行）有系統的故事把 神的真理聯繫

起來。 

c. 這裏一點﹙句﹚，那裏一點﹙句﹚：用聖經基本的真理去瞭解聖經中其

他的經文。 

*﹙讀經要仔細，要認真地逐章、逐節、逐字的精讀。每一卷書的作者，

年代、背景，目的都該查考。將 神的話反復誦讀、思想，幷切實地應用

在每日的生活上，例如：腓立比書 4:6“應當一無挂慮，只要凡事借著

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當你的生活中遇到困難，

和使你挂慮的事時，你是否能照著 神的話，真的不挂慮，憑著信心，只

借著禱告完全交給 神呢？若我們真的按著 神的話，過在世的日子，我

們裏面就會有 神的生命，如此我們的生命才能改變。﹚ 

 注釋注釋注釋注釋：：：：舊約裏包含了新約舊約裏包含了新約舊約裏包含了新約舊約裏包含了新約，，，，新約也解釋了舊約新約也解釋了舊約新約也解釋了舊約新約也解釋了舊約。。。。 

3. 3. 3. 3. 因因因因爲爲爲爲聖經是聖經是聖經是聖經是    神的靈感動人寫的神的靈感動人寫的神的靈感動人寫的神的靈感動人寫的，，，，所以我們需要聖靈來幫助我所以我們需要聖靈來幫助我所以我們需要聖靈來幫助我所以我們需要聖靈來幫助我

們瞭解們瞭解們瞭解們瞭解    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    



 13 

a. 一個人裏面若沒有 神的靈，就不會明白從 神來的事。 

 哥林多前書 2:14 

b. 聖靈會教導我們，幷幫助我們記得 神的話 – 約翰福音 14:26 

4. 研讀聖經的方法很多研讀聖經的方法很多研讀聖經的方法很多研讀聖經的方法很多，，，，下面給你介紹一個方法下面給你介紹一個方法下面給你介紹一個方法下面給你介紹一個方法: 

請翻開馬可福音請翻開馬可福音請翻開馬可福音請翻開馬可福音 4:35-41，，，，幷幷幷幷讀一遍讀一遍讀一遍讀一遍。。。。現在請根據經文回答下列的問題現在請根據經文回答下列的問題現在請根據經文回答下列的問題現在請根據經文回答下列的問題：：：： 

a. 何人 –“誰”？在這段經文裏有哪些人？他們說了甚麽？ 

b. 何事 –“甚麽”？發生了甚麽事？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是甚麽？ 

c. 何地 –“哪裏”？在哪裏發生的？這些人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d. 何時 –“甚麽時候”？這件事是甚麽時候發生的？ 

e. 爲何 –“爲什麽”？這件事爲什麽會發生？爲什麽會寫在聖經裏？

爲什麽那個人會說那樣的話？ 

f. 那又如何 –“甚麽原因”？要是我將這個真理應用在我的生活上，會

帶來什麽影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我應該每周花多少時間研讀聖經呢我應該每周花多少時間研讀聖經呢我應該每周花多少時間研讀聖經呢我應該每周花多少時間研讀聖經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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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詩篇請念詩篇請念詩篇請念詩篇 119:89-176，，，，背誦背誦背誦背誦 119:105幷幷幷幷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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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話話對你有多重要神的話話對你有多重要神的話話對你有多重要神的話話對你有多重要？？？？能改變你的生命嗎能改變你的生命嗎能改變你的生命嗎能改變你的生命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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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幷不尋求證明 神的存在。事實上整本聖經所講的就是這位 神。

聖經的第一句經文，創世記 1:1，“起初 神創造天地”，就是最好的

例子。神的存在是一個已經成立的事實，不需要再去證明。若有人說

沒有 神，他們就如詩篇 14:1所稱的是“愚頑人”。 

 b. 然而，即使不談聖經，仍然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 神的存在。 

1) 人類一直以來相信宇宙中有一位主宰。 

2) 我們知道受造物必定有一位造他的造物者，宇宙不可能沒有一個

最早的起因。 

3) 我們看見這宇宙如此巧妙、如此完美的設計，必定是經由一位無

限智能的設計家設計出來的。 

4) 既然人是有智能的生物，那麽造他的更必需是一個更高智能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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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本性神的本性神的本性神的本性: 

a. 神是個靈 – 祂是肉眼不能見的。 

1) 約翰福音 1:1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約翰福音 4:2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神是有位格的，以下的稱呼是用來形客祂的。 

1) 出埃及記 3: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出埃及記 6: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神的性格神的性格神的性格神的性格（（（（個性個性個性個性）））） 

a. 無所不在（祂是全在的）耶利米書 23:23-24 

b. 無所不能（祂是全能的）耶利米書 32:17 & 27 

c. 無所不知（祂是全知的）約伯記 34:21 

d. 永恒的（祂是永遠的）申命記 33:27 

e. 聖潔的（祂沒有罪、完全聖潔）以賽亞書 6:3 

f. 公義和公正的（祂做的事永遠正確，絕無錯誤）詩篇 145:17 

g. 充滿憐憫的（祂沒有給我們當受的懲罰）申命記 4:31 

h. 信實的(值得信賴的，祂永不失信）申命記 7:9 

i. 不變的（祂永不改變）瑪拉基書 3:6 

j. 令人敬畏的（祂使我們裏面對祂充滿了深深地敬畏，因祂是配得一切

莊嚴神聖的敬拜的）申命記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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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祂也有一些人性的特質: 

1) 有知識的—以賽亞書 55:8-10 

2) 有情緒的—創世記 6:6 

3) 有意志的—約書亞記 3:9-10 

4. 神的愛神的愛神的愛神的愛：：：： 

a. 神的性情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甚麽？約翰壹書 4:7-8 & 16。 

b. 神最愛的是誰？ 

1) 馬太福音 3: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約翰福音 3: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如何向我們表明/顯出祂對我們的愛？羅馬書 5:8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我如何能够天天經歷 神的愛？羅馬書 5:5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天父就是天父就是天父就是天父就是 神神神神: 

在神的位格裏，父 神有主權，但祂幷不比聖子和聖靈更重要。却是委派

任務給其它兩位的。約翰福音 6:38及 14:16。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約翰福音第請念約翰福音第請念約翰福音第請念約翰福音第 8章章章章，，，，幷幷幷幷背誦約翰壹書背誦約翰壹書背誦約翰壹書背誦約翰壹書 1:3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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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第六周第六周第六周 神的兒子耶穌神的兒子耶穌神的兒子耶穌神的兒子耶穌 

你能稱呼父你能稱呼父你能稱呼父你能稱呼父 神神神神““““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或或或或““““爹地爹地爹地爹地””””嗎嗎嗎嗎？﹙？﹙？﹙？﹙請看羅馬書請看羅馬書請看羅馬書請看羅馬書 8: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兒子耶穌神的兒子耶穌神的兒子耶穌神的兒子耶穌 

1. 耶穌具有父耶穌具有父耶穌具有父耶穌具有父 神一切的性情與能力神一切的性情與能力神一切的性情與能力神一切的性情與能力: 

 a. 無所不在—馬太福音 28:18-20 

 b. 無所不知—馬太福音 28:18 

 c. 無所不能—約翰福音 16:30 

 d. 永恒的—約翰福音 1:1-2 

 e. 聖潔的—使徒行傳 3:14 

 f. 創造者—歌羅西書 1:16-17 

 g. 信實的—帖撒羅尼迦後書 3:3 

 h. 慈愛的—猶大書 21 

2. 在新約裏耶穌被稱在新約裏耶穌被稱在新約裏耶穌被稱在新約裏耶穌被稱爲爲爲爲 神神神神: 

a. 約翰福音 10:29-3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福音 20:2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在希伯來書 1:8中，誰被稱爲 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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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的獨特性耶穌的獨特性耶穌的獨特性耶穌的獨特性: 

a. 祂的獨特在于祂是由童女所生:  

 1) 以賽亞書 7:14的豫言。 

 2) 馬太福音 1:18-25豫言應驗。 

b. 祂的獨特在于祂一生沒有犯過罪—希伯來書 4:14-16。 

c. 祂的獨特在于祂的死: 

1) 祂爲什麽死？彼得前書 3: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是祂第一次與父神分開 – 馬太福音 27:46。 

d. 祂的獨特在于祂從死裏復活： 

    1) 在聖經上有記載—馬太福音 28章，馬可福音 16章，路加福音 24

章和約翰福音 20 & 21章。 

  2) 祂從死裏復活後，有超過 500個人看見過祂—哥林多前書 15:1-8。 

3) 因爲祂有勝過死亡與罪的能力，我們信祂的人的生命中，也有同

樣的屬靈能力—哥林多前書 15:12-14 & 56 和羅馬書 5:10。 

   4) 基督徒的信心維繫在祂的復活上—哥林多前書 15:17。 

4. 基督盼望我們借著祂基督盼望我們借著祂基督盼望我們借著祂基督盼望我們借著祂，，，，過在世的生活過在世的生活過在世的生活過在世的生活: 

   請念加拉太書請念加拉太書請念加拉太書請念加拉太書 2:20，，，，幷幷幷幷回答下列問題回答下列問題回答下列問題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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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當我們一信耶穌，誰就住在我們裏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覺得這如何能改變你的生命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唯一能討父唯一能討父唯一能討父唯一能討父 神歡心的生命神歡心的生命神歡心的生命神歡心的生命，，，，就是子就是子就是子就是子（（（（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 

  a. 我們要聽誰的話？路加福音 9: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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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主耶穌的獨特性裏主耶穌的獨特性裏主耶穌的獨特性裏主耶穌的獨特性裏，，，，哪一個你覺得是最有能力的哪一個你覺得是最有能力的哪一個你覺得是最有能力的哪一個你覺得是最有能力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約翰福音第請念約翰福音第請念約翰福音第請念約翰福音第 3-4章章章章，，，，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 3:16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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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周第七周第七周第七周 確據確據確據確據 

你覺得自己是否愈來愈更認識神的兒子耶穌呢你覺得自己是否愈來愈更認識神的兒子耶穌呢你覺得自己是否愈來愈更認識神的兒子耶穌呢你覺得自己是否愈來愈更認識神的兒子耶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據確據確據確據 

因著因著因著因著 神話語的權柄神話語的權柄神話語的權柄神話語的權柄，，，，我們肯定知道我們已經得救了我們肯定知道我們已經得救了我們肯定知道我們已經得救了我們肯定知道我們已經得救了。。。。我們能從更多的證據我們能從更多的證據我們能從更多的證據我們能從更多的證據

看到我們是真正得救看到我們是真正得救看到我們是真正得救看到我們是真正得救，，，，幷幷幷幷得到永生的得到永生的得到永生的得到永生的。。。。 

1. 神在祂的話裏應許我們有永生神在祂的話裏應許我們有永生神在祂的話裏應許我們有永生神在祂的話裏應許我們有永生: 

a. 約翰福音 1:12應許我們一信耶穌就成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福音 3:16說一切信祂的就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約翰福音 5:24說信祂的不至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約翰福音 10:27-28說我們永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聖靈給我們得救的確據聖靈給我們得救的確據聖靈給我們得救的確據聖靈給我們得救的確據: 

a. 羅馬書 8:16-17說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甚麽？ 

b. 以弗所書 1:13-14對我們的未來作了何種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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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翻開約翰壹書請翻開約翰壹書請翻開約翰壹書請翻開約翰壹書 5:13，，，，約翰告訴我們約翰告訴我們約翰告訴我們約翰告訴我們，，，，他寫這封書信的目的是他寫這封書信的目的是他寫這封書信的目的是他寫這封書信的目的是

甚甚甚甚麽麽麽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徒約翰在他的書信裏多次提到使徒約翰在他的書信裏多次提到使徒約翰在他的書信裏多次提到使徒約翰在他的書信裏多次提到““““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有這個確信我們有這個確信我們有這個確信我們有這個確信﹚﹚﹚﹚這句這句這句這句

話話話話，，，，幫助這些信徒們對他們的得救有確實的把握幫助這些信徒們對他們的得救有確實的把握幫助這些信徒們對他們的得救有確實的把握幫助這些信徒們對他們的得救有確實的把握。。。。作作作作爲爲爲爲信徒如何能真正信徒如何能真正信徒如何能真正信徒如何能真正

知道這救恩是真實的知道這救恩是真實的知道這救恩是真實的知道這救恩是真實的，，，，針對此點針對此點針對此點針對此點，，，，這封書信被認這封書信被認這封書信被認這封書信被認爲爲爲爲是做了最好的解釋是做了最好的解釋是做了最好的解釋是做了最好的解釋。。。。 

a. 根據約翰壹書 2:3-5，我們怎麽確實的曉得我們認識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據約翰壹書 2:21-23，有甚麽行動會破壞得救的確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根據約翰壹書 3:14-15，這確據的基礎是甚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根據約翰壹書 4:13 爲了帶給我們對救恩的確據，神賜給祂的兒女甚

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根據約翰壹書 4:14-15聖靈在我們裏面做了甚麽工作，使我們産生如

此的確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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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親自成就這工神親自成就這工神親自成就這工神親自成就這工: 

a. 腓立比書 1:3-6告訴我們，是 神在我們裏面開始了這個善工。 

b. 這個善工祂會持續多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要你我知道神要你我知道神要你我知道神要你我知道，，，，我們有永生我們有永生我們有永生我們有永生（（（（約翰壹書約翰壹書約翰壹書約翰壹書 5:11-13）。）。）。）。我們若每天都在懷疑我們若每天都在懷疑我們若每天都在懷疑我們若每天都在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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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對自己的得救有懷疑要是你對自己的得救有懷疑要是你對自己的得救有懷疑要是你對自己的得救有懷疑，，，，

請記住請記住請記住請記住！！！！我們的得救我們的得救我們的得救我們的得救，，，，完全在于完全在于完全在于完全在于 神在我們裏面成全了這工神在我們裏面成全了這工神在我們裏面成全了這工神在我們裏面成全了這工。。。。即使我們心即使我們心即使我們心即使我們心

中經中經中經中經常忘記了這個事實常忘記了這個事實常忘記了這個事實常忘記了這個事實，，，，它仍然是真實的它仍然是真實的它仍然是真實的它仍然是真實的（（（（約翰壹書約翰壹書約翰壹書約翰壹書 3:19-20）。）。）。）。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幷幷幷幷求求求求 神提醒我們自己神提醒我們自己神提醒我們自己神提醒我們自己，，，，祂是信實的祂是信實的祂是信實的祂是信實的，，，，祂一定會堅守祂的應許的祂一定會堅守祂的應許的祂一定會堅守祂的應許的祂一定會堅守祂的應許的。。。。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約翰壹書第一章請念約翰壹書第一章請念約翰壹書第一章請念約翰壹書第一章，，，，背誦腓立比書背誦腓立比書背誦腓立比書背誦腓立比書 1:6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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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周第八周第八周第八周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應該常常對應該常常對應該常常對應該常常對 神的話心存感恩呢神的話心存感恩呢神的話心存感恩呢神的話心存感恩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一個人一生至少禱告過一次每一個人一生至少禱告過一次每一個人一生至少禱告過一次每一個人一生至少禱告過一次。。。。甚至有人說甚至有人說甚至有人說甚至有人說““““我不信神我不信神我不信神我不信神””””，，，，但是當危險但是當危險但是當危險但是當危險

臨到他的時候臨到他的時候臨到他的時候臨到他的時候，，，，他也會哭喊著他也會哭喊著他也會哭喊著他也會哭喊著““““神啊神啊神啊神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們對禱告都有某種程我們對禱告都有某種程我們對禱告都有某種程我們對禱告都有某種程

度的認識度的認識度的認識度的認識。。。。禱告是禱告是禱告是禱告是 神給我們最大的特權之一神給我們最大的特權之一神給我們最大的特權之一神給我們最大的特權之一。。。。我們可以來到這位創造天我們可以來到這位創造天我們可以來到這位創造天我們可以來到這位創造天

地地地地、、、、萬物的主宰面前萬物的主宰面前萬物的主宰面前萬物的主宰面前，，，，跟祂說話跟祂說話跟祂說話跟祂說話。。。。尤其重要的是尤其重要的是尤其重要的是尤其重要的是，，，，祂總是耐心地聽我們說祂總是耐心地聽我們說祂總是耐心地聽我們說祂總是耐心地聽我們說！！！！””””  

有效的禱告生活有效的禱告生活有效的禱告生活有效的禱告生活————史密斯牧師著史密斯牧師著史密斯牧師著史密斯牧師著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1. 禱告是甚禱告是甚禱告是甚禱告是甚麽麽麽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誰該禱告誰該禱告誰該禱告誰該禱告？？？？ 

 詩篇 32: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們應該向誰禱告我們應該向誰禱告我們應該向誰禱告我們應該向誰禱告？？？？ 

 馬太福音 6:5-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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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應該我們應該我們應該我們應該爲爲爲爲甚甚甚甚麽麽麽麽事情禱告事情禱告事情禱告事情禱告？？？？ 

 a. 腓立比書 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馬太福音 6: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馬太福音 9:3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帖撒羅尼迦後書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雅各書 5:13-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以弗所書 3:14-1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我們應該在哪裏禱告我們應該在哪裏禱告我們應該在哪裏禱告我們應該在哪裏禱告？？？？ 

 a. 哥林多前書 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路加福音 19: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馬太福音 6: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我們應該在甚我們應該在甚我們應該在甚我們應該在甚麽麽麽麽時候禱告時候禱告時候禱告時候禱告？？？？ 

 a. 路加福音 18: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詩篇 6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爲爲爲爲什什什什麽麽麽麽應該禱告應該禱告應該禱告應該禱告？？？？ 

 a. 路加福音 22:4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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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以弗所書 3:14-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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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約翰福音 15: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我們應該怎我們應該怎我們應該怎我們應該怎麽麽麽麽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a. 羅馬書 8:2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壹書 5:1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猶大書 2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哥林多前書 14: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禱告所遇到的攔阻禱告所遇到的攔阻禱告所遇到的攔阻禱告所遇到的攔阻 

a. 以賽亞書59: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雅各書 1:6-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雅各書4: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路加福音 18:9-1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以弗所書請念以弗所書請念以弗所書請念以弗所書 1:15-23及及及及 3:14-21，，，，背誦雅各書背誦雅各書背誦雅各書背誦雅各書 5:16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及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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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周第九周第九周第九周 撒旦和屬靈的爭戰撒旦和屬靈的爭戰撒旦和屬靈的爭戰撒旦和屬靈的爭戰 

有甚有甚有甚有甚麽麽麽麽會另我們的禱告不被垂聽會另我們的禱告不被垂聽會另我們的禱告不被垂聽會另我們的禱告不被垂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撒旦和屬靈的爭戰撒旦和屬靈的爭戰撒旦和屬靈的爭戰撒旦和屬靈的爭戰 

1. 從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惡的本性從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惡的本性從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惡的本性從撒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邪惡的本性: 

a. “撒旦”是最常用到的名字—在聖經中出現 50多次—它的意思是

“仇敵”或“反對者”。 

b. “魔鬼”這個名字也出現 30多次—它的意思就是“誹謗者”或“惡

意中傷者” 

c. 約翰福音8: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哥林多後書 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哥林多後書 11:13-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以弗所書 2: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帖撒羅尼迦前書 3:5 和馬太福音 4: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啓示錄 9: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啓示錄 12: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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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旦如何進行它的工作撒旦如何進行它的工作撒旦如何進行它的工作撒旦如何進行它的工作？？？？ 

a. 以弗所書6: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彼得前書 5:8-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約翰福音8: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創世記 3:13及啓示錄 20: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根據約翰壹書根據約翰壹書根據約翰壹書根據約翰壹書 3:8，，，，耶穌來耶穌來耶穌來耶穌來爲爲爲爲要做甚要做甚要做甚要做甚麽麽麽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屬靈的爭戰屬靈的爭戰屬靈的爭戰屬靈的爭戰 

1. 我們要靠著主我們要靠著主我們要靠著主我們要靠著主，，，，倚靠祂的大能倚靠祂的大能倚靠祂的大能倚靠祂的大能、、、、大力才能站立得穩大力才能站立得穩大力才能站立得穩大力才能站立得穩————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6:10-18告訴我們當如何做告訴我們當如何做告訴我們當如何做告訴我們當如何做。。。。 

2. 穿戴穿戴穿戴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神所賜的全副軍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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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的帶子真理的帶子真理的帶子真理的帶子—真理能擊敗謊言，幷裝備我們在基督徒的生活上行走

正路。 

b. 公義的護心鏡公義的護心鏡公義的護心鏡公義的護心鏡—這是信徒該采取的正確行動。護心鏡是爲了保護士

兵的心臟。﹙請看提摩太后書 2:4﹚ 

c. 福音的鞋福音的鞋福音的鞋福音的鞋—鞋代表著準備好隨時行動，我們應該準備好，隨時用 神

的話來打這場屬靈的仗。﹙請看彼得前書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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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信信信德的藤牌德的藤牌德的藤牌德的藤牌—藤牌可抵擋一切從撒旦來的﹙那些熾熱的火箭﹚攻擊

﹙例如：試探、不潔的思想﹚。當攻擊來時，這是我們第一個要拿起

來的武器。 

e. 救恩的頭盔救恩的頭盔救恩的頭盔救恩的頭盔—當 神的話住在我們的裏面，就能保護我們的思想，不

致被疑慮、屬世、屬血氣和邪惡的東西入侵，這會使我們與 神的關

係更爲穩固。 

f. 聖靈的寶劍聖靈的寶劍聖靈的寶劍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這是我們唯一能作主動攻擊的武器，當

我們被攻擊的時候，可以用 神的話來還擊。 

3. 切記切記切記切記！！！！這不是一個屬物質的戰爭這不是一個屬物質的戰爭這不是一個屬物質的戰爭這不是一個屬物質的戰爭，，，，乃是一場屬靈的戰爭乃是一場屬靈的戰爭乃是一場屬靈的戰爭乃是一場屬靈的戰爭: 

請看哥林多後書請看哥林多後書請看哥林多後書請看哥林多後書 10:3-7 

a. 屬靈的武器能成就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主耶穌如何敵擋撒旦的攻擊主耶穌如何敵擋撒旦的攻擊主耶穌如何敵擋撒旦的攻擊主耶穌如何敵擋撒旦的攻擊？？？？ 

a. 請看馬太福音 4:1-11，幷回答下列的問題： 

1) 耶穌當時身體的狀况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撒旦的三個試探，耶穌如何回答？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當我們遇到各樣試探或考驗的時候，從耶穌所受的試探，教導了 

我們甚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約翰壹書約翰壹書約翰壹書約翰壹書 4:4給了我們甚給了我們甚給了我們甚給了我們甚麽麽麽麽應許應許應許應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馬太福音第請念馬太福音第請念馬太福音第請念馬太福音第 4章和猶大書章和猶大書章和猶大書章和猶大書，，，，背誦以弗所書背誦以弗所書背誦以弗所書背誦以弗所書 6:12及彼此禱及彼此禱及彼此禱及彼此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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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第十周第十周第十周 讓基督居首位讓基督居首位讓基督居首位讓基督居首位 

本周從約翰壹書本周從約翰壹書本周從約翰壹書本周從約翰壹書 4:4對你有甚對你有甚對你有甚對你有甚麽麽麽麽幫助幫助幫助幫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讓基督居首位讓基督居首位讓基督居首位讓基督居首位 

1. 主權的定義主權的定義主權的定義主權的定義: 

把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基督，意思就是天天在 神面前順服及降服，把你

的全人交在耶穌基督的主權之下，承認祂有權柄管轄我們。請念哥林多

後書 5:14-15 及歌羅西書 1:18幷默想。 

2. 耶穌對祂的門徒有耶穌對祂的門徒有耶穌對祂的門徒有耶穌對祂的門徒有甚甚甚甚麽麽麽麽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a. 路加福音 9:23說到當門徒的要點: 

若有人要跟隨耶穌，成爲祂的門徒，他必須：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將 神及別人放在第一位，拒絕再過取悅自己的生活。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以 神的旨意取代自己的旨意。耶穌已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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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跟從耶穌，而不跟從任何人、事、物。請看馬太福音 4:19 和彼得

前書 2:21，會有更深入的瞭解。 

b. 主權的主要原則，就是我們從自己生命的寶座上走下來，邀請耶穌坐

上寶座來管轄我們，信靠祂所安排的，必定是對我們最好的。 

c. 順服的掙扎：人們不肯承認耶穌基督是他們生命的主宰，有兩個原因： 

   1) 我們擔心 神可能要求我們做我們不願意做的事。 

   2) 我們不確定 神是否以我們的好處爲重。 

   3) 但是，請思考耶利米書 29:11-14 

3. 我怎我怎我怎我怎麽麽麽麽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a. 根據約翰福音 14:15,21&23，我們向耶穌表示我們的愛是借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雅各書 1:22-25告訴我們，必須要讀 神的話，看看 神在我身上的旨

意是甚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別人怎別人怎別人怎別人怎麽麽麽麽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a. 約翰福音 13:35說到耶穌基督門徒的記號是甚麽？ 

5. 讓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讓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讓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讓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會得到甚會得到甚會得到甚會得到甚麽麽麽麽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a. 彼得前書 3:15-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羅馬書 12: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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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羅馬書 6:2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將我們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基督將我們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基督將我們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基督將我們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基督，，，，這是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這是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這是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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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能看見我們都能看見我們都能看見我們都能看見，，，，周圍的人因缺乏順服的心所得著的後果周圍的人因缺乏順服的心所得著的後果周圍的人因缺乏順服的心所得著的後果周圍的人因缺乏順服的心所得著的後果。。。。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知道甚知道甚知道甚知道甚麽麽麽麽對我們才是最好的對我們才是最好的對我們才是最好的對我們才是最好的。。。。我們必須將自己的全人交給祂我們必須將自己的全人交給祂我們必須將自己的全人交給祂我們必須將自己的全人交給祂，，，，幷幷幷幷每天單每天單每天單每天單

爲爲爲爲主而活主而活主而活主而活。。。。只有這樣只有這樣只有這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經歷一個我們才能真正經歷一個我們才能真正經歷一個我們才能真正經歷一個 神所應許的豐盛生命神所應許的豐盛生命神所應許的豐盛生命神所應許的豐盛生命。。。。當當當當

我們繼續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繼續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繼續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繼續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心中有真信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心中有真信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心中有真信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心中有真信

心心心心。。。。請念羅馬書請念羅馬書請念羅馬書請念羅馬書 10:9-13幷幷幷幷思想思想思想思想。。。。 

 

實際應用問答實際應用問答實際應用問答實際應用問答：：：：有什有什有什有什麽麽麽麽東西正阻礙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東西正阻礙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東西正阻礙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東西正阻礙我把生命完全交托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念羅馬書第請念羅馬書第請念羅馬書第請念羅馬書第 7章和第章和第章和第章和第 8章章章章，，，，背誦馬太福音背誦馬太福音背誦馬太福音背誦馬太福音 16:24幷幷幷幷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第十一周第十一周第十一周第十一周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作耶穌的跟隨者是甚作耶穌的跟隨者是甚作耶穌的跟隨者是甚作耶穌的跟隨者是甚麽麽麽麽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1.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團契就是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彼此把心底的感受講出來與他人

分享，幷真誠地以心相交: 

2. 信徒與世界的不同信徒與世界的不同信徒與世界的不同信徒與世界的不同：：：： 

請念彼得前書 2:9-11，幷回答下列四個問題: 

a. 在第 9節裏，彼得如何稱呼我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據第 10節，我們以前一直都是 神的子民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在第 11節裏，我們在現今的世代，像是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我們該如何回應？﹙11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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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我們與誰團契我們與誰團契我們與誰團契我們與誰團契？？？？ 

a. 哥林多後書13:1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壹書 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約翰壹書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團契的動機是甚團契的動機是甚團契的動機是甚團契的動機是甚麽麽麽麽？？？？ 

a. 羅馬書 8:35-3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壹書 2:3-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希伯來書 10:24-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初期教會的活動初期教會的活動初期教會的活動初期教會的活動: 

a. 使徒行傳 2:42描述教會的哪四種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實際應用問題：今天的教會如何跟隨他們的榜樣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團契最重要的就是愛團契最重要的就是愛團契最重要的就是愛團契最重要的就是愛: 

a. 約翰福音 13:34-3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壹書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團契的時候做些甚團契的時候做些甚團契的時候做些甚團契的時候做些甚麽麽麽麽？？？？ 

a. 希伯來書 10:24-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加拉太書 6: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羅馬書15: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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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羅馬書 12:1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使徒行傳 17: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團契對基督徒是可有可無的嗎團契對基督徒是可有可無的嗎團契對基督徒是可有可無的嗎團契對基督徒是可有可無的嗎？？？？ 

a. 希伯來書10:2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想，若不參加團契與別的基督徒交通，會有甚麽危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請念腓立比書請念腓立比書請念腓立比書請念腓立比書，，，，背誦希伯來書背誦希伯來書背誦希伯來書背誦希伯來書 10:25幷幷幷幷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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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周第十二周第十二周第十二周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 

本周你從團契得到甚本周你從團契得到甚本周你從團契得到甚本周你從團契得到甚麽麽麽麽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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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是有位格的聖靈是有位格的聖靈是有位格的聖靈是有位格的: 

a. 聖靈不是一個無本性的能源、能力或勢力。祂是有位格的。 

b. 在希臘文和中文聖經裏提到聖靈時都用“他”或“祂”爲代名詞。 

c. 在約翰福音 14:16，這個“他”是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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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4: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使徒行傳 1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約翰福音16: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羅馬書 8: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祂也會被我們的行祂也會被我們的行祂也會被我們的行祂也會被我們的行爲爲爲爲和態度影響和態度影響和態度影響和態度影響: 

a. 我們會欺騙祂—使徒行傳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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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會使祂擔憂—以弗所書 4:30 

c. 我們會消滅祂的感動—帖撒羅尼迦前書 5:19 

d. 我們會羞辱祂—希伯來書 10:29 

4. 聖靈具有聖靈具有聖靈具有聖靈具有 神的一切屬性神的一切屬性神的一切屬性神的一切屬性: 

a. 無所不在—詩篇 139:7-10 

b. 無所不能—路加福音 1:35 

c. 無所不知—約翰福音 14:26 及 16:12-13 

d. 永遠的—希伯來書 9:14 

e. 聖潔的—羅馬書 1:4 

f. 創造者—約伯記 33:4、詩篇 104:30 

5. 聖靈與聖父聖靈與聖父聖靈與聖父聖靈與聖父、、、、聖子是有分別的聖子是有分別的聖子是有分別的聖子是有分別的: 

a. 馬太福音 28:19分別提到聖父、聖子、聖靈。 

b. 當耶穌受了洗，聖父不但說話，還差遣聖靈降臨在聖子﹙耶穌﹚的身

上—路加福音 3:21-22。 

6. 我們得救的時候我們得救的時候我們得救的時候我們得救的時候，，，，聖靈作了甚聖靈作了甚聖靈作了甚聖靈作了甚麽麽麽麽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a. 約翰福音 3: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提多書 3:4-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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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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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徒行傳在使徒行傳在使徒行傳在使徒行傳 5:3-4中中中中，，，，聖靈被尊稱聖靈被尊稱聖靈被尊稱聖靈被尊稱爲爲爲爲 神神神神，，，，幷幷幷幷在人當中活躍地工作在人當中活躍地工作在人當中活躍地工作在人當中活躍地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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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幷幷幷引領信徒進入真理引領信徒進入真理引領信徒進入真理引領信徒進入真理————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6:5-15。。。。 

 
 
 

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三位一體 

1. 聖經教導我們只有一位聖經教導我們只有一位聖經教導我們只有一位聖經教導我們只有一位 神神神神: 

請念申命記請念申命記請念申命記請念申命記 4:39 & 6:4、、、、撒母耳記下撒母耳記下撒母耳記下撒母耳記下 7:22 和以賽亞書和以賽亞書和以賽亞書和以賽亞書 43:10-13。。。。 

2. 三位一體的道理三位一體的道理三位一體的道理三位一體的道理，，，，在舊約裏在舊約裏在舊約裏在舊約裏幷幷幷幷沒有清楚地提到沒有清楚地提到沒有清楚地提到沒有清楚地提到，，，，却却却却有暗示到有暗示到有暗示到有暗示到: 

請思想創世記請思想創世記請思想創世記請思想創世記 1:26，，，，3:22和和和和 11:7。。。。 

3. 在創世記在創世記在創世記在創世記 1:1 ““““神神神神””””這個字在希伯來原文用的是複數這個字在希伯來原文用的是複數這個字在希伯來原文用的是複數這個字在希伯來原文用的是複數

（（（（ELOHIM ））））: 

a. 在希伯來文， 神這個字的單數是“EL”。 

b. 在希伯來文， 神這個字的雙數是“ELAH”。 

c. 在希伯來文， 神這個字的複數﹙三個或三個以上﹚是“ELOHIM”。 

4. 三位一體在新約有很清楚的交代三位一體在新約有很清楚的交代三位一體在新約有很清楚的交代三位一體在新約有很清楚的交代: 

請看馬太福音請看馬太福音請看馬太福音請看馬太福音 3:16-17，，，，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2 和猶大書和猶大書和猶大書和猶大書 20-21幷幷幷幷思想思想思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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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a. 神有三個位格﹙聖父、聖子、聖靈﹚ 

b. 每一位格都是完全的 神 

c. 只有一位 神 

 
 

三位一體是一個很難懂的觀念三位一體是一個很難懂的觀念三位一體是一個很難懂的觀念三位一體是一個很難懂的觀念。。。。借著借著借著借著 神話語整體的神話語整體的神話語整體的神話語整體的啓啓啓啓示示示示，，，，三位一體是唯三位一體是唯三位一體是唯三位一體是唯

一能解釋一能解釋一能解釋一能解釋 神的三個位格的方法神的三個位格的方法神的三個位格的方法神的三個位格的方法。。。。請牢記申命記請牢記申命記請牢記申命記請牢記申命記 29:29。。。。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請看約翰福音請看約翰福音請看約翰福音請看約翰福音 14-17章章章章，，，，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背誦約翰福音 14:16，，，，幷幷幷幷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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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周第十三周第十三周第十三周 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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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見聖靈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你看見聖靈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你看見聖靈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你看見聖靈在哪一方面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 

1. 聖靈使我們成聖靈使我們成聖靈使我們成聖靈使我們成爲爲爲爲基督的肢體基督的肢體基督的肢體基督的肢體：：：： 

a. 根據哥林多前書 12:27，這是誰的身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據哥林多前書 12:14 & 17 和羅馬書 12:4-5，教會裏所有的會友是否

都是一模一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誰便我們成爲身上不同的肢體？看哥林多前書 12:18和以弗所書

1:11-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根據哥林多前書 12:21-25和彼得前書 4:10，我們是否在身子內都是重

要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爲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在主裏，你需要別的肢體嗎？請看哥林多前書 12:21-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爲什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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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誰是身子的頭？請看歌羅西書 1:18和以弗所書 1: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聖靈給每一個信徒不同的恩賜及能力聖靈給每一個信徒不同的恩賜及能力聖靈給每一個信徒不同的恩賜及能力聖靈給每一個信徒不同的恩賜及能力: 

請翻開哥林多前書請翻開哥林多前書請翻開哥林多前書請翻開哥林多前書 12章章章章：：：： 

a. 根據第 4-6節，人人都有相同的恩賜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根據第 7節，是否人人至少都有一個恩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神給這些恩賜是爲了誰得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根據第 8-10節，有甚麽不同的恩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誰有權柄賜給這些恩賜？（第 11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根據第 31節，我們能祈求甚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根據哥林多前書 13:13裏，保羅說最大的恩賜是甚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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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哥林多前書 13:1-3，保羅對于愛作了一些强列的宣告。在這些經文裏， 

哪一個更重要？是使用恩賜？還是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爲什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當你成爲基督徒以後，你立刻成爲 神的兒女，幷加入一個新的屬靈大

家庭，就是基督的身體。當我們身上每一個肢體，每一個器官都正當地

運作，身體也會很健康。基督的身體也是一樣，若是每一個肢體都在靈

裏長進，幷行出它應有的獨特能吋，身體才會健康强壯。 

 

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實際應用問題: 你認你認你認你認爲爲爲爲自己屬自己屬自己屬自己屬����基基基基督身體的那一部份督身體的那一部份督身體的那一部份督身體的那一部份？？？？我該做些甚我該做些甚我該做些甚我該做些甚

麽麽麽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請念哥林多前書請念哥林多前書請念哥林多前書請念哥林多前書 12-14章章章章，，，，背誦第背誦第背誦第背誦第 13:13，，，，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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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周第十四周第十四周第十四周 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成爲基督的肢體，對你有甚麽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聖靈充滿的生活，，，，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 

1. 聖靈降臨的應許聖靈降臨的應許聖靈降臨的應許聖靈降臨的應許: 

a. 在舊約裏有豫言—約珥書 2:28-32。 

b. 在新約裏耶穌也曾應許—約翰福音 14:16-17 & 26 和 15:26-27。 

2. 在使徒行傳在使徒行傳在使徒行傳在使徒行傳 1:4-5，，，，耶穌告訴祂的門徒要等候甚耶穌告訴祂的門徒要等候甚耶穌告訴祂的門徒要等候甚耶穌告訴祂的門徒要等候甚麽麽麽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翻開使徒行傳請翻開使徒行傳請翻開使徒行傳請翻開使徒行傳 1:8，，，，幷幷幷幷注意下面幾點注意下面幾點注意下面幾點注意下面幾點: 

a. “能力”這個字是出自希臘文的 dunomis 一詞, 與英文的“炸藥”這

個字有同樣根源。當我們爲基督作見證時的能力是從哪裏來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當我們成爲基督徒以前，聖靈已經與我們同在，（希臘文是 para）衪

使我們知罪，幷將我們帶到基督面前。請看約翰福音 16:8。 

c. 當我們成爲基督徒以後，聖靈就住在我們裏面。（希臘文是 en）請看

約翰福音 14:16-17 & 20:22及哥林多前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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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聖靈的第三個經驗是，祂降臨我們的生命中（希臘文是 epi）涌流

出來。請看約翰福音 7:37-39。 

1) “涌流”在希臘文是“噴出”之意。 

2)  “浸禮”在希臘文是“滿溢”之意。當聖靈充滿我們的時候，我們

就成爲一個管道，因爲聖靈借著我們涌流到我們周圍的人。 

3) 當聖靈降臨在信徒身上的時候，發生了甚麽事？ 

使徒行傳 10:44-4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徒行傳 19: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當我們受了聖靈的洗當我們受了聖靈的洗當我們受了聖靈的洗當我們受了聖靈的洗，，，，會發生甚會發生甚會發生甚會發生甚麽麽麽麽事事事事？？？？ 

a. 我們會得著能力爲耶穌作見證，幷且依照祂所吩咐的去事奉祂。 

b. 我們會得著更大的能力來克服罪。 

c. 神的話﹙聖經﹚對我們更真實、更有意義。  

d. 我們與 神的關係更有朝氣和活力。 

e. 當我們向 神禱告，幷求祂賜下聖靈的洗，我們就會得著屬靈的恩賜。

我們憑信心接受，正如我們憑信心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主一樣。

﹙路加福音 11:9-13和加拉太書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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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分享你的信心與人分享你的信心與人分享你的信心與人分享你的信心 

1. 根據彼得前書根據彼得前書根據彼得前書根據彼得前書 3:15，，，，在我們預備與人分享我們的信心之前在我們預備與人分享我們的信心之前在我們預備與人分享我們的信心之前在我們預備與人分享我們的信心之前，，，，我們個人的我們個人的我們個人的我們個人的

生活先要有甚生活先要有甚生活先要有甚生活先要有甚麽麽麽麽樣的事情發生樣的事情發生樣的事情發生樣的事情發生﹙﹙﹙﹙甚甚甚甚麽麽麽麽樣的預備樣的預備樣的預備樣的預備﹚？﹚？﹚？﹚？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心裏尊主基督心裏尊主基督心裏尊主基督心裏尊主基督““““爲爲爲爲聖聖聖聖””””是甚是甚是甚是甚麽麽麽麽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3. 與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點與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點與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點與人分享你信心的基本要點: 

a.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馬書 3:23。 

b. 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 6:23。 

c. 神差派衪的獨生愛子，爲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祂的愛就在此向

我們顯明了—羅馬書 5:8，約翰福音 3:16。 

d. 我們因信耶穌基督而得救—羅馬書 10:9 – 10 & 13。 

e. 請看以賽亞書 59:1-2，約翰福音 3:3，使徒行傳 3:19-20 和以弗所書

2:8-9。幷默想。 

4. 爲爲爲爲主作見證時的基本主作見證時的基本主作見證時的基本主作見證時的基本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a. 聖經—小本﹙口袋型﹚的新約聖經就够用了。 

b. 福音單張—在基督教書店都可買到。選用簡單清楚的單張，用你個人

適用的單張爲佳。 

c. 背誦經文。上列的經文是你最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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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記住記住記住記住: 

a. 當你爲主傳福音時，是聖靈給你當說的話，聖靈也借著你說話— 

馬太福音 10:18-20 

b. 是主自己天天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教會—使徒行傳 2:47 

 

功課功課功課功課 ：：：：請念使徒行傳請念使徒行傳請念使徒行傳請念使徒行傳，，，，背誦背誦背誦背誦 1:8，，，，幷幷幷幷付諸行動付諸行動付諸行動付諸行動！！！！ 

筆記筆記筆記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