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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有神  

一、你是否一個尋求神的人？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  ， 要看有明白的沒有，有  ˍ̱   

ˍ̱ 神的沒有。 (詩篇十四 2)  

二、說沒有神的三種人  

‧怕神審判的人  愚頑人心裡說，沒有ˍ̱ 。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

惡的事。沒有一個ˍ̱ 行善。 (詩篇十四 1)  

‧口裡說沒有神的人  

‧理智的無神論者  

三、從三方面證明有神  

‧宇宙的規律  ˍ̱ 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ˍ̱ 心裡；因為  

‧萬物的奇妙  ˍ̱ 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ˍ̱ 的永能和  

‧人類的本性  神性是明明可ˍ̱ 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ˍ̱  ˍ̱ ，叫人無可推諉。(羅馬書一19-20) 

四、禱告  

「神啊！求你赦免我過往的無知自大，不理會你，甚至否認你的存在，

現在我ˍ̱ ˍ̱ ˍ̱ (̱你自己的名字 )誠心向你悔改。感謝你藉著宇宙中

一切受造之物，使我認識你是偉大的造物主，並且藉著主耶穌基督的

受死，叫我與你和好，建立與你親密的關係，感謝神，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禱告，阿們。」  

五、背經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

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羅馬書一 20)  



 

第二課  神的話—聖經  

一、神願意人認識他  

‧藉造物  

‧藉親身與人交往  

‧藉文字溝通－聖經，神的話語  

…聖經能使你因ˍ̱ 基督耶穌有ˍ̱  ˍ̱ 的智慧。ˍ̱  

ˍ̱ 都是神所ˍ̱  ˍ̱ 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提摩太後書三 15-16) 

二、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內文明說是神的話語  

‧道德水準高  

‧無錯謬、不用修正  

‧說明人的來源、去向，並神與人關係。  

‧有預言，並準確應驗。  

三、奇妙可靠的聖經  

聖經由四十多位作者，前後歷時一千六百年寫成。作者有不同的年份、

背景、學識、身分，卻寫出一本前後一致、沒有矛盾、有一貫主題的

書，乃因神藉聖靈帶領感動人，寫下神要向人說的話。作者乃是神的

代筆，話語卻完全出於神，毫無杜撰、錯誤，叫閱讀的人因信基督耶

穌，就能得救，人生有改變。  

四、禱告  

「神阿！感謝你賜給我們一本奇妙可靠的聖經，我願存一顆謙卑的心

來讀你的話，求你叫我心中明白我所讀所聽的聖經，使我因此認識你、

認識耶穌基督。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五、背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提摩太後書三 15-16)  



 

第三課  認識真神  

一、讀經  惟耶和華是真神。 (耶利米書十 10上 )  

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帖撒羅

尼迦前書一 9下 )  

二、真神是  

1.  自有永有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三 14)  

2.  無所不知  耶和華阿，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詩篇一三九篇 4)  

無所不在  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天上，你在那裡…陰間…

你也在那裡。 (詩篇一三九 7-8)  

無所不能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 (馬

可福音十 27)  

3. 慈愛  神ˍ̱ 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 16) 

公義  萬不以有罪的為ˍ̱  ˍ̱ ，必追討他的罪… (出埃及

記三十四 7) 

4. 聖潔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

我是ˍ̱  ˍ̱ 的。 (利未記十一 44)  

光明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 (約翰壹書一 5)  

5. 毋須立像供奉  神是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  

(神是靈 )  翰福音四 24)  

三、禱告  

「神阿！我      (自己的名字 )從前因為不認識你，以致信奉

偶像，求你赦免。從今以後，我與偶像無關無分，只以你為獨一的神，

掌管我的一生，感謝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四、背經  

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帖撒羅尼迦前書一 9下 )  

五、實行  

清理家中所有偶像  



 

第四課  神與人的關係  

一、人是神所創造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ˍ̱  ˍ̱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

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創世記二 7)  

1. 有神的形像－  說出人的尊貴  

神就照著ˍ̱  ˍ̱ 的形像造人。 (創世記一 27上 )  

2.  為神治理這地－說出人的地位  

使他們ˍ̱  ˍ̱ 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

和ˍ̱  ˍ̱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世記一26下) 

神就賜福給他們 (人 )；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

滿地面，治理這ˍ̱ 。 (創世記一 28上 )  

二、人與神可以溝通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創世記一 28) 

 耶和華神ˍ̱  ˍ̱ 他說… (創世記二 16-17)  

三、人與神之間所發生的難處  

1.  人的墮落  耶和華說：「…莫非你吃了我ˍ̱  ˍ̱ 你不可吃的那

樹上的果子麼？」 (創世記三 11)  

2. 人躲避神的面  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

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ˍ̱  ˍ̱  耶和華神的面。 (創

世記三 8)  

3. 人被神定罪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於是把他ˍ̱  ˍ̱ 去了… (創世記三 23-24)  

四、神拯救的先兆－用動物之皮子為人作衣服：流血贖罪恢復關係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ˍ̱  ˍ̱ 作̱  ̱ ˍ̱ ，給他

們穿。 (創世記三 21) 

五、背經、默想、禱告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創世記一 27上 )  



 

第五課  人的光景  

一、有罪  

1.  世人都犯了罪  (參約翰福音八 1-11)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羅馬書三 10) 

 因為世人都ˍ̱  ˍ̱  ˍ̱ ，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三

23) 

2. 與神為敵  你們從前與神ˍ̱  ˍ̱ ，因著ˍ̱  ˍ̱ ， 心裡與他ˍ̱  

ˍ̱ 。 (歌羅西書一 21)  

二、在魔鬼手下  

1.  任其宰割  …全世界都臥在ˍ̱  ˍ̱  ˍ̱ 手下。 (約翰壹書五 19)  

2. 心眼瞎了  …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ˍ̱  ˍ̱ 了心眼，不叫基

督榮耀福音的光ˍ̱  ˍ̱ 他們。 (哥林多後書四 4)  

三、死亡  

1.  靈性死亡－與神隔絕不能交往  

 但你們的ˍ̱  ˍ̱ 使你們與神ˍ̱  ˍ̱ ;你們的罪惡使

他掩面不聽你們。 (以賽亞書五十九 2)  

你們ˍ̱ 在過犯罪惡之中… (以弗所書二 1)  

2. 肉身死亡  …罪的工價乃是ˍ̱ … (羅馬書六 23) 

這就如ˍ̱  是從一人入了世界，ˍ̱  又是從罪來的；

於是ˍ̱ 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馬書五

12) 

3. 死後受審判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ˍ̱  ˍ̱ 。(希伯

來書九 27)  



 

四、神的心  

 …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

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ˍ̱  ˍ̱ 所行的道而活…」

(以西結書卅三 11)  

五、回應  

1.  你承認自己是罪人嗎 ?同時你認識神的心嗎 ? 

                         

                         

2.  背誦、默想以西結書卅三 11上。從這節聖經中，你明白到神的心對

人是怎樣的？  

                         

                         

                         

                         

 

 



 

第六課   神愛世人  

一、神愛世上每一個人   

神愛ˍ̱  ˍ̱ ，甚至將他的ˍ̱  ˍ̱  ˍ̱ 賜給ˍ̱  ˍ̱ ，

叫ˍ̱  ˍ̱  ˍ̱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ˍ̱  ˍ̱ 。(約翰

福音三 16)  

神差他獨生子到ˍ̱  ˍ̱ 來，使ˍ̱  ˍ̱ 藉著他得生， 

ˍ̱  ˍ̱ 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約翰壹書四 9) 

二、神就是愛  神就是ˍ̱ 。(約翰壹書四 8) 

三、世人不明白神的愛，他們以為環境順利、福樂平安才是神的愛。  

但我們信主的人要明白甚麼是神真正的愛。  

1.  基督之死，顯明神的愛  

 惟有  ˍ̱  ˍ̱  在我們還作  ˍ̱  ˍ̱  的時候，為我們

ˍ̱ ，神的ˍ̱ 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五 8)  

2. 神要人作他的兒女  

你看ˍ̱ 賜給我們是何等的ˍ̱  ˍ̱ ，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ˍ̱  ˍ̱ ，我們也真是他的ˍ̱  ˍ̱ … (約翰壹書

三 1) 

四、神對失喪者的心腸  

浪子的比喻 (路十五 11-24)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相離還遠，他ˍ̱  ˍ̱ 看

見，就ˍ̱  ˍ̱   ˍ̱  ˍ̱ ，跑去ˍ̱  ˍ̱ 他的頸項，連

連與他ˍ̱  ˍ̱ 。 (路加福音十五 20)  

五、應用  

1.  經過此課，你對神的愛有甚麼認識？你對此有何回應？  

2.  背經：約翰福音三 16                   

                       



 

第七課   基督降生及生平  

一、基督降生的事  

馬太福音一 18-23：  耶穌基督ˍ  ̱ ˍˍ的事，記在下面…馬利亞就從   

ˍ  ̱ ˍˍ懷了孕…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

說…他將要生一個ˍ̱  ˍ̱ ，你要給他起名叫ˍ̱  

ˍˍ，因他要將自己的ˍ  ̱ ˍˍ從ˍ  ̱ ˍ 裡̱救出

來…必有ˍ̱  ˍ̱ 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ˍ̱  

ˍ̱  ˍ̱  ˍ̱  (…就是ˍ̱  ˍ̱ 我們同在 )。  

    (參閱路加福音一 26-38) 

二、耶穌基督的生平  

耶穌基督降生於馬槽 (路加福音二 7)，約三十歲受浸 (馬可福音一9-11)，

勝過魔鬼的試探 (路加福音四 1-13)，隨即走遍加利利地傳道教訓人、醫

病和趕鬼 (馬太福音四 23)，居無定所 (馬太福音八 20)，被祭司長、文士

等人藐視 (馬可福音十四 1)。最終他們用詭計把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

(馬可福音十五 15)，並且埋葬了 (馬可福音十五 46)，第三日神卻叫他從

死裡復活 (馬可福音十六 6)。  

三、基督降世的目的—神成為人  

 基督耶穌ˍ  ̱  ˍˍ，為要拯救ˍ  ̱  ˍˍ，這話是ˍ  ̱      

ˍ̱ 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提摩太前書一 15)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十九 10)  

四、應用  

1.  試述基督降生及生平的幾個重要事蹟  

                       

                       

2.  背經：提摩太前書一 15                   

                       



 

第八課  基督十架救贖  

一、基督釘十字架—他是代罪羔羊  

1.事蹟：馬太福音廿七 26-50；馬可福音十五 15-39；路加福音廿三 26-47；

約翰福音十九 17-30 

2.基督被殺獻祭  

…我們逾越節的ˍ̱  ˍ̱ 基督，已經被殺ˍ̱  ˍ̱ 了。

(哥林多前書五 7) 

二、血的必須  …若不ˍ̱  ˍ̱ ，罪就不得赦免了。 (希伯來書九 22)  

三、基督捨身流血的功效  

1.  叫人得贖，罪得赦免  

我們藉這愛子的  ˍ̱ ，  得蒙  ˍ̱  ˍ̱ ，  過犯得以  

ˍ̱  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以弗所書一 7) 

因為這是我ˍ̱   ˍ̱   ˍ̱   ˍ̱ ，為多人流出來，使ˍ̱

得赦。 (馬太福音廿六 28) 

2. 來到神前，與神和好  

因基督也曾一次ˍ̱   ˍ̱  受苦，就是ˍ̱  的代替ˍ̱  

ˍ̱ 的，為要引我們ˍ̱   ˍ̱   ˍ̱   ˍ̱ 。(彼得前書三 18

上 )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ˍ̱  

ˍ̱  ˍ̱  ˍ̱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ˍ̱  ˍ̱ 了。

(羅馬書五 10) 

四、基督的救贖工作已完成，他的寶血永遠有功效。  

耶穌嘗了那醋，就說：「ˍ̱  ˍ̱ ﹗」便低下頭，將

靈魂交付ˍ̱ 了。 (約翰福音十九 30)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ˍ̱  ˍ̱ 的血，  只  

ˍ̱  ˍ̱ 進入聖所，成了ˍ̱  ˍ̱  ˍ̱  ˍ̱ 的事。  (希

伯來書九 12)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ˍ̱  ˍ̱ 祭，就在神的右邊坐

下了。 (希伯來書十 12) 

五、應用  

1.  你相信基督受死流血是為你的罪嗎？  

                       

                       

2.  若你已信主，有沒有經歷赦罪的平安？  

                       

                       

3.  背經：馬太福音廿六 28                   

                       



 

第九課   基督復活升天再來  

一、基督的復活  

1.  事實  七日的ˍ̱  ˍ̱   ˍ̱ ，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看見

石頭已經從墳墓ˍ̱  ˍ̱ 了；她們就進去，只是不見

主耶穌的ˍ̱  ˍ̱ 。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

在旁邊，衣服放光…對他們說…他不在這裡，已經

ˍ̱  ˍ̱ 了，當記念他…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

裡，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ˍ̱  ˍ̱ 。(路加福音廿四

1-7)  

2. 目的  

‧顯明他是神的兒子  因從死裡ˍ  ̱ ˍˍ，以ˍ  ̱ ˍˍ顯明是ˍ  ̱的兒

子。 (羅馬書一 4下 )  

‧叫我們稱義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ˍ̱  ˍ̱ ，̱  ̱ ˍ̱ ，

是為叫我們ˍ̱  ˍ̱ 。(羅馬書四 25)  

‧重生我們   …藉耶穌基督從ˍ̱  裡ˍ̱   ˍ̱  ，ˍ̱  ˍ̱ 了我

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前書一 3)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ˍ̱ ，乃是ˍ̱  ˍ̱   在我

ˍ̱  ˍ̱ 活著… (加拉太書二 20)  

‧叫我們有復活的盼望  (哥林多前書十五 20-22) 

二、基督的升天與再來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  ˍ  ̱  ˍ  ̱   ˍ  ̱      

ˍ̱ ，有一朵ˍ̱  ˍ̱  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你

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  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   

ˍ̱  ˍ̱ ，你們見他怎樣ˍ̱  ˍ̱  ˍ̱  去，他還要ˍ̱  

ˍ̱  ˍ̱ 。」 (使徒行傳一 9、 11) 



 

三、應用  

1.  主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叫我們有稱義的憑據。你相信麼？  

                       

2.  你相信主耶穌麼？你有把握他活在你裡面麼？  

                       

3.  基督徒都有主再來的盼望，你有沒有這個盼望？  

                       

4.  背經：羅馬書四 25                     

                       



 

第十課   悔改相信重生  

一、悔改的意義  

思想轉變－離罪歸神  

…應當悔改ˍ̱  ˍ̱   ˍ̱ ，ˍ̱   ˍ̱ 與悔改的心相稱。

(使徒行傳廿六 20) 

二、相信的意義  

1.接受他  凡ˍ̱  ˍ̱ 他 (耶穌基督 )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約翰

福音一 12；參羅馬書十 9-10)  

2.信入他  …叫一切信 (原文意思是信入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 (約翰福音三 16) 

三、相信甚麼  

1.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  ˍ̱   ˍ̱  ，是ˍ̱     

ˍ̱   ˍ̱  ˍ̱  ，並且叫你們ˍ̱ 了他，就可以因他的

名得ˍ̱  ˍ̱ 。 (約翰福音二十 31)  

2.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埋葬了，復活了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ˍ̱  ˍ̱ 照聖

經所說，為我們的ˍ̱  ˍ̱ 了，而且ˍ̱  ˍ̱ 了，又照

聖經所說，第三天ˍ̱  ˍ̱ 了。(哥林多前書十五 3-4)  

四、重生－相信的結果  

重生乃是從神生、從聖靈生  

…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ˍ̱  ˍ̱ 。

這等人不是從ˍ̱  ˍ̱ 生的，不是從ˍ̱  ˍ̱ 生的，也

不是從ˍ̱  ˍ̱ 生的，乃是從ˍ̱  ˍ̱ 的。 (約翰福音

一 12-13)  

…人若不ˍ̱  ˍ̱ ，就不能見神的國…  人若不是從

水和ˍ̱  ˍ̱ 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從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從ˍ̱ 生的，就是ˍ̱ 。 (約翰福音三 3、5-

6) 

五、重生得著甚麼  

1.成為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一 13)  

2.有永生  叫一切  ˍ̱ 他的都得ˍ̱  ˍ̱ 。 (約翰福音三 15)。  

3.得著聖靈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ˍ̱ ，就是那叫你們ˍ̱  ˍ̱ 的福

音，也  ˍ̱  ˍ̱  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  

ˍ̱  ˍ̱ 為印記。 (以弗所書一 13)  

六、應用  

1.你能否確定自己已經重生？怎麼知道？  

                       

                       

2.你能否說出信仰的要點？ (基督徒相信甚麼？ )  

                       

                       

3.背經：哥林多前書十五 3-4                  

                       

                       

 



 

第十一課  得救的確據  

經文：羅馬書十 9-13 

一、如何得救  

1.  心信、口認  你若口裡  ˍ̱  耶穌ˍ̱  ˍ̱ ，心裡ˍ̱ 神叫他從  ˍ̱  

ˍ̱  ˍ̱  ˍ̱ ，就ˍ̱ 得救；因為人心裡  ˍ̱  ˍ̱ ，就

可以  ˍ̱  ˍ̱ ；口裡ˍ̱  ˍ̱ ，就可以ˍ̱  ˍ̱ 。 (羅

馬書十 9-10)  

2. 靠耶穌的名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使徒行傳四 12) 

二、如何知道自己得救？  

1.  我知道自己得救是因為 (可多項 )  

□我認為是    □我有感受      □我向善了  

□我有參加聚會    □我的行為改變了   □人說我是  

□神說我已得救  

2.  基於神的話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ˍ  ̱ ˍ  ̱ ˍ  ̱ ˍ  ̱ ˍˍ的

人，要叫你們ˍ̱  ˍ̱ 自己有ˍ̱  ˍ̱ 。 (約翰壹書五

13) 

我 (耶穌 )ˍ̱  ˍ̱  ˍ̱  ˍ̱ 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

又信差我來者的 (父神 )，ˍ̱  ˍ̱  ˍ̱  ˍ̱ ，不至於  

ˍ̱  ˍ̱ ，是ˍ̱  ˍ̱ 出ˍ̱ 入ˍ̱ 了。 (約翰福音五 24)  

3. 基於聖靈見證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ˍ̱  ˍ̱  ˍ̱  ˍ̱ 進入你們

的ˍ̱ ，呼叫阿爸父。 (加拉太書四 6)  

ˍ̱  ˍ̱ 與我們的ˍ̱ 同證我們是ˍ̱  ˍ̱  ˍ̱  ˍ̱ 。

(羅馬書八 16) 

三、得救的穩固  

1.  主的手  我 (主耶穌 )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

跟著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ˍ̱  ˍ̱  ˍ̱  ˍ̱ ，

誰也ˍ̱  ˍ̱ 從我ˍ̱  ˍ̱ 把他們奪去。 (約翰福音十

27-28) 



 

2. 父的手  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  ˍ̱ ，誰也ˍ̱  ˍ̱ 從

ˍ̱  ˍ̱  ˍ̱  ˍ̱ 把他們奪去。 (約翰福音十 29) 

3. 神的義  誰能控告神所ˍ  ̱ ˍˍ的人呢？有ˍˍ稱他們為ˍˍ

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  ˍ̱  ˍ̱ ，

而且從ˍ̱  ˍ̱  ˍ̱  ˍ̱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  

ˍ̱  ˍ̱ 。 (羅馬書八 33-34)  

4. 神的愛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 (羅馬書八 35-39)  

四、得救後的生活  

1.  有得救之樂       (詩篇五一 12；羅馬書五 11)  

2. 以主為中心，為他生活   (哥林多後書五 15-17)  

3. 潔淨自己，不犯罪     (約翰壹書三 1-3)  

4. 偶為罪所勝，要認罪    (約翰壹書一 9至二 2) 

五、實行與應用  

1.  在你聖經中寫下你的得救日期。要知道神最歡喜的，是你的得救，

天使及其他基督徒也與你一同歡喜快樂。  

2.  禱告中把一生交託給神，也為初信者彼此代禱。  

3.  默想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

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彼得後書三 18) 

4. 背經：約翰福音五 24                    

                       

                       



 

第十二課  受浸  

經文：羅馬書六 3-14 

一、相信與受浸的關係  

1.  相信是  (約翰福音五 24)  

‧得永生    

‧從死亡定罪裡蒙拯救  

受浸是  (彼得前書三 20-21)  

‧從不信的人群被救出來  

‧從神定罪的世界被救出來  

2.  信而ˍ̱  ˍ̱ 的必然ˍ̱  ˍ̱ ；不信的必被定罪。 (馬可福音十六 16) 

二、受浸是甚麼？  

1.  是公開的見證，表明我們：  

‧是屬基督的  我們這受浸ˍ̱  ˍ̱ 基督耶穌的人   (羅馬書六 3上 )  

‧與他同死  歸入他的ˍ̱           (羅馬書六 3下 )  

‧與他同葬  和他一同ˍ̱  ˍ̱         (羅馬書六 4上 )  

‧與他同復活   也要在他ˍ̱  ˍ̱ 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羅馬書六 5下 )  

2.  表明我們是基督身體 (教會 )上的一個肢體，與所有聖徒都在基督耶穌

裡成為一了。  (哥林多前書十二 12-13) 

三、受浸後的生活  (羅馬書六 3-14) 

1.過新生活  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ˍ̱  ˍ̱ 的樣式   (六 4) 

2.脫離罪  叫我們不再作ˍ̱  的奴僕   (六 6)  

3.向罪死，向神活  這樣，你們向ˍ̱ 也當看自己是ˍ̱ 的；向ˍ̱ 在基督

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ˍ̱ 的。    (六 11) 

4.作義的器具  也不要將你們的  ˍ̱  ˍ̱  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

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ˍ̱  ˍ̱  獻給ˍ̱ ，並將ˍ̱  

ˍ̱ 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六 13)  

四、甚麼人才可以受浸？  

「你若是一心相信…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使徒行傳八 36-39)  



 

這樣的人就可以受浸。  

五、實行與應用  

1.  默想：  

所以我們藉著受浸歸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羅馬書六 4另譯）  

2.  如果你要受浸有甚麼妨礙嗎？  

                       

                       

3.  若決定受浸，感謝神。請同為此事禱告交託神，並告訴親戚朋友，

作公開的見證。  

若還未決定，是否有甚麼事物妨礙你受浸？請與同組的組員討論，

並一同為此代禱。  

4.  背經：羅馬書六 4                     

                       



 

第十三課  清理偶像與作見證  

一、清理偶像等物  

我們既是新造的人，已經與基督同死、同葬、同復活，一舉一動就該

有新生命的樣式 (參羅馬書六 3-4；哥林多後書五 17)，一切與偶像有關

及邪污之物，如祭祖、占卜、星座、掌相、邪淫書報、影帶、賭具等

都應禁戒、除掉，俾使以後能好好跟隨主。  

 …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 (撒但 )有甚

麼相和呢…神的殿 (信徒 )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我們

既有這等應許， 就當ˍ̱  ˍ̱ 自己，除去身體、靈魂

一切的  ˍ̱  ˍ̱ ，敬畏神，得以ˍ̱  ˍ̱ 。(哥林多後

書六 14-七 1)  

這樣的舉動，聖經有以下榜樣：  

1.  離棄偶像  你們…離棄  ˍ̱   ˍ̱ ，歸向神，要服事那又  ˍ̱  又  

ˍ̱  的神。 (帖撒羅尼迦前書一 9；參申命記七 5)  

2. 除掉邪污之物  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

面前焚燒… (使徒行傳十九 19)  

二、作見證  

作見證乃是將我們如何歸向主的前因後果及經過向人講說，好幫助人

認識神和他的作為。  

1.  作見證的對象及方式  

查讀馬可福音五 1-20，說出該向甚麼人作見證和怎樣作見證。 (留意

19-20節，另參路加福音十九 1-10)  

2. 作見證的態度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ˍ̱  ˍ̱ ， 

以ˍ̱  ˍ̱   ˍ̱  ˍ̱ 的心回答各人。 (彼得前書三 15)  

3. 如何作見證  

‧簡述信主之前的人生取向、目標、生活為人方式。  

‧說明信主的原因及經過、反應，為何受感動及決志。  

‧說明信主後與信主前不同之處，尤其在人生觀及言行上的具體改

變。  



 

三、應用與實行  

1.  清除偶像及邪污之物，潔淨自己，不再沾染不潔之物。  

2.  試就「如何作見證」的三方面，向組員分享你信主的經歷，並一同

感恩。  

‧信主前                        

‧信主經過                        

‧信主後生活改變                      

3.  本週內向一位親友作你得救的見證，並為此向神禱告。  

親友姓名：         關係：       

1)求聖靈幫助你  

2)求神藉你的見證感動那位親友，叫他能認識真神。  

3)願意繼續傳揚福音  

4.  背經：彼得前書三 15                    

                        

 



 

第十四課  禱告與讀聖經  

甲、禱告  

一、禱告的意義和目的：與神交往、得他供應  

1.  基督徒是父神的兒女，禱告就是與這位慈父接觸來往，我們凡事都

可求告他，從他那裡得力量、幫助。  

…只要ˍ̱  ˍ̱ 藉著ˍ̱  ˍ̱ 、ˍ̱  ˍ̱ 和ˍ̱  ˍ̱ ，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ˍ̱ … (腓立比書四 6；另參四 7)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ˍ̱  ˍ̱ 的寶座前，

為要得ˍ̱  ˍ̱ ，蒙ˍ̱  ˍ̱ ，作隨時的幫助。 (希伯

來書四 16；另參馬太福音廿六 41)  

二、禱告的態度：用心靈和誠實 (真誠 )  

 神是個ˍ̱ ，所以拜他的，必須用ˍ̱  ˍ̱ 和ˍ̱  ˍ̱  

拜他。 (約翰福音四 24) 

三、禱告的五方面  

1.讚美：因神的偉大和他的作為，發出的稱頌和敬拜。 (參詩篇一五○

2) 

2.感謝：無論在順境或逆境中，因神作在我們身上的一切事而感恩。(參

以弗所書五 20)  

3.認罪：向神認罪，求赦免。 (參約翰壹書一 9) 

4.祈求：為神的旨意和人的需要向神陳明，抓住他的應許求成就。 (參

馬太福音七 7)  

5.代禱：為著別人的需要向神祈求。 (參以弗所書六 18-19)  



 

乙、讀聖經  

一、聖經簡介  

聖經是神對人的啟示和說話，由聖靈默示給四十多位不同身分的作者，

歷經約 1500年寫成的 (約從主前十五世紀至主後一世紀末 )。  

聖經分舊約和新約兩部分。新約藏於舊約，舊約乃顯於新約。舊約可

分為律法書 (5卷 )、歷史書 (12卷 )、詩歌書 (5卷 )和先知書 (17卷 )。舊約

記錄了神的創造，人的墮落，神所揀選以色列人的歷史，他們的詩章，

以及有關救主彌賽亞 (基督 )來臨的預言等。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在

字裡行間說出神救贖的計劃，和那將要來成就他旨意的彌賽亞。  

新約共 27卷書，可分為福音書 (4卷 )、歷史書 (1卷 )、書信 (21卷 )和預言

(1卷 )。新約記載了應驗舊約彌賽亞預言之耶穌—神成肉身者，在世生

活、工作、受死、復活、升天，他的使徒們的腳蹤和書信、教訓，並

預告他再來的預言及末世等。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穌基督乃是神、

人之間的中保，他成就了神一切的旨意。  

舊約聖經除了但以理書和以斯拉記的部分內容是用亞蘭文寫的以外，

其餘都是用希伯來文寫成；新約則全是用希臘文寫成的。  

二、聖經的功用：指明得救之路及助人過新生活  

…這聖經能使你因ˍ̱ 基督耶穌，有ˍ̱  ˍ̱ 的智慧。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ˍ̱  ˍ̱ 、ˍ̱  ˍ̱ 、使人ˍ

 ̱ ˍ̱ ，教導人ˍ̱  ˍ̱ ，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

得以  ˍ̱  ˍ̱ ，ˍ̱  ˍ̱ 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

三 15-17)  



 

三、怎樣學習聖經  

認識聖經要有屬靈的渴慕 (參彼得前書二 2)，用禱告的心來領受 (參以

弗所書六 17-18)，天天查考，持之以恆 (參使徒行傳十七 11)，並且要有

順服的心來遵行 (參約翰福音十四 21)。  

1.  讀  你們要ˍ̱   ˍ̱   ˍ̱   ˍ̱ 耶和華的書… (以賽亞書卅

四 16)  

2. 聽  可見ˍ̱ 道是從ˍ̱ 道來的，ˍ̱ 道是從基督的ˍ̱ 來

的。 (羅馬書十 17)  

3. 背  我將你的話ˍ̱ 在ˍ̱   ˍ̱ ，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一

一九 11)  

4. 默想  惟ˍ̱  ˍ̱ 耶和華的律法，晝夜ˍ̱   ˍ̱ ，這人便為有

福。 (詩篇一 2)  

丙、應用與實行  

1.  在神面前立志，每天分別最少五分鐘定時禱告。每天定時禱告時間： 

  午   時   分。  

2. 分享禱告得答應的經歷  

3.  每天分別一段時間，有次序地最少讀一章聖經 (可跟教會讀經進度

表 )，最好與定時禱告一同在每天最精神飽滿的時候作。  

  讀聖經進度：每天   章  

4.  每天背一節聖經 (可用教會背經卡 )，每週參加主日信息聚會，聽主的

話。  

5.  背經：腓立比書四 6                    

                        

 



 

第十五課  教會生活  

一、甚麼是教會  

1.  教會是被召出來的信眾，不是禮拜堂。  

「教會」希臘文一詞是指蒙呼召而出來的人，教會乃是蒙神揀選呼

召而從世界中出來的聖徒 (參哥林多前書一 2)。  

2.  教會是神的家，信徒不應離家流浪。  

…在神的  ˍ̱  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  ˍ̱  

ˍ̱ … (提摩太前書三 15) 

二、教會中與基督和其他聖徒之關係  

1.  基督為元首，凡事順從他，持定他，並聽他的聲音。  

…凡事ˍ̱  ˍ̱ ，ˍ̱  ˍ̱ 元首基督…(以弗所書四15) 

我另外有羊…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

群，歸一個牧人了。 (約翰福音十 16)  

2. 我們互為肢體，彼此勉勵；要參加聚會，不應作單獨的信徒。  

…要彼此ˍ̱  ˍ̱ ，激發ˍ̱  ˍ̱ ，勉勵ˍ̱  ˍ̱ 。你

們不可停止ˍ̱   ˍ̱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

彼此ˍ̱  ˍ̱ …（希伯來書十 24-25）  

三、教會各種聚會 (參使徒行傳二 42、 46-47，四 24，二十 7)  

1. 主日擘餅—記念主  

新約最重要的聚會，就是擘餅記念主 (太廿六 26-30)。林前十一 23-26 

清楚告訴我們，這個聚會有兩個表記：餅和杯。餅是代表基督的身體

為我們捨了擘開了，好成為我們的分、我們的生命，也代表我們眾人

在基督裡，成為一個屬靈的身體，沒有分門別類。杯是代表基督的

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也藉此血立了新約，叫我們有分神一

切的祝福。  

故此擘餅聚會的中心是記念主，重溫他拯救的故事，也在靈中享用

這救恩的豐盛，因而向他獻上感謝和讚美。讓我們都有備而來，在會

中單向他敞開，學習開聲唱詩歌，並以頌詞讚美主、敬拜父。  



 

2. 主日信息—聽主的話  

3.  禱告—同心合意向神祈求  

4.  傳福音—帶人得救  

5.  其他—真理教育、查經小組、家庭小組、兒童、少年、青年聚會等  

四、教會簡介 (參小冊子 )  

五、實行  

1.  在教會中學習敬畏主，尊主為大。  

2.  恆常參加教會主日聚會和週六晚聚會，其他聚會也可盡量參加，並

學習在聚會中受聖靈感動而有響應，例如在擘餅聚會中讚美，在其

他聚會中分享、祈禱。  

3.  接受肢體的服事，例如接受教導、栽培、關心等；亦要主動去關心

幫助別人，如問安、為別人代禱、探訪、整潔聚會所、傳揚福音等。 

4.  背經：希伯來書十 25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