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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得救確據 
 

恭喜你！如果你已經誕生在神的家中， 成為神的兒女， 從現在起，你有了一個與

神的新關係， 並且從神得著各樣應許。 

I. 讓我們先溫習自己如何在耶穌裡得著永生： 

1. 人犯罪的結果是什麼？ （以賽亞書 59：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人們千萬百計要回到神那裡去，但卻失敗，為什麼？（以弗所書 2：8-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神如何引導我們到他裡去？（彼得前書 3：18, 羅馬書 5: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得救方式 

1．耶穌的拯救 + 你的相信 + 認罪悔改 = 得救 

神要做的（拯救），他做了嗎？ □ 做了 □ 沒有做 

你要做的（相信，悔改），你做了嗎？ □ 做了 □沒有做 

如果你已經做了你就得救！ 

2．且慢——你真的有把握說自己得救嗎？若你現在就離開世你有沒有把握到主

耶穌那裡？ □ 有 □ 沒有 

3．耶穌如何應許那些跟隨他的人？ （約翰福音 10：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永生不單指永遠的生命， 這一個生命更是神的生命， 使人能過著聖潔， 公

義， 仁義， 剛強的生活， 還能將來得享那永遠的福氣。 

 
5．信耶穌不僅是將來得永生，更是從現在起，你已經有一個新生命，能使你在

今世就得平安、喜樂與祝福，更要成為一個能祝福別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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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你的反應 

 你知道你已經得救嗎？ □ 知道 □ 不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有永生嗎？ □ 知道 □ 不知道 

結論：□ 我已經得救 □ 我還沒得救 □ 不知道 

IV.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_______的人，舊事________________, 都變成新的

了。 （哥林多後書 5：17）  

得救的人與從前相比一定有改變， 以下哪些改變是你親身經歷過的？ 

□ 內心的平安 □ 對罪的警覺性 □ 勝過罪的能力 

□ 重新感受到神的愛 □ 渴慕讀聖經 □ 赦罪的平安 

□ 態度的改變（變好） □ 對他人的關心 

V.  如果我們再犯罪， 是否得救？ （約翰一書 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 請以歡喜， 快樂的心情來填寫你的屬靈出世紙： 

VII. 當盡的義—— 浸禮 

a. 耶穌稱受浸為「義」為「禮」。 （馬太福音 3：13-17） 

b. 受浸洗是表明我們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歸入基督並做見證。 (羅馬書 6：3) 

c. 受浸洗是表明我們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羅馬書 6：4）：『所

以我們藉著浸禮 _____________, 和他一同__________。原是叫我們一舉一

動有_____________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 ________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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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浸洗是堅定我們信仰的決心。脫離已死的舊人，有復活的新人樣式。 

（羅馬書 6：6-14） 

e. 浸禮是一個見證，並沒有赦罪的能力。得救完全在於口裡承認、心裡相

信。 （羅馬書 10：9） 

VIII. 經文背誦：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翰一書 5：12） 

IX. 當 你得到這偉大的救恩， 生命中就充滿了喜樂與平安！你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把這個好消息去告訴給你周圍的人，把你今天所聽到，學到的教導告訴給另

外的人知道（最少五個）， 以後每週都去教導最少五個人，因為這是天大

的好消息， 也是神的心意， 因他願意萬人得救。 

X. 見 證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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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學習禱告 

 

禱告是與  神「交談」。一般的對話需要坦白、真誠，當你與  神講話時，也

是一樣。聖經記載耶穌時常與  神「講話」，他也教導門徒常常禱告。 

Ⅰ.為何要禱告? 

1. 這是 神的吩咐： 

「要             禱告。」(路加福音18:1) 

「靠著聖靈，            禱告祈求。」(以弗所書6:18) 

 

2. 這是你的需要： 

a. 可以將憂慮，重擔卸給  神  

(彼得前書5: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得著  神的引導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
你。』(耶利米書33:3) 

 

c.得著能力和幫助的方法 
        (希伯來書4: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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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要為甚麼事禱告?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    _____   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     
____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腓立比書4:6-7)  

 

Ⅱ.禱告的內容 

從每一個內容劃一條線到相配的經節： 

內容                   配對       經節 

1.讚美：為  神的本性 、作為讚美  

神。      

 詩篇135：3 

2.感恩：為  神的恩典感謝  神。  帖前5：18 

3.祈求：為自己的需要懇求  神。  提摩太前書2：1 

4.代求：為別人的需要而懇求  神。  腓立比書4：6-7 

5.認罪：為自己的過犯求  神赦免。  約翰壹書1：9 

 

Ⅲ.祈禱的三種回答 

1.可以 (綠燈)    神答允，可以行。 

2.不可以 (紅燈)  神不答允，不可行。 

3.等一等 (黃燈)  神押後回復，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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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祈禱的態度          

態    度 經    節 

1. 有信心 

2. 動機正確 

 

3. 先要認清罪 

4. 按神 的旨意 求 

 

5.  有 恒切 的心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雅各書1：6)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你們求也得不

著，是因為你們妄求。」(雅各書4：2-3)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篇66：18) 

「我們若照著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

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約翰壹書5：14) 

「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1) 

 

有關祈禱的提示： 

1.人必須【 奉主耶穌的名 】來祈禱 (約翰福音14：13)， 因為只有透過主耶

穌，人才能蒙  神悅納(約翰福音14：6)。 

2.祈禱結束時、我們會說「阿們」或「誠心所願」。「阿們」是音譯，「誠

心所願」是意譯，我們這樣說是表示我們的祈禱是出於真誠的。 

3. 祈 禱 有 許 多 內 容 ： 讚 美 、 感 恩 、 祈 求 、 代 求 ， 認 罪 。 

我們不要偏重某方面，例如不應只祈求而不感恩；只為己求不為人代求。 

4.祈禱不要流於空洞、避免無謂的重複話，用語自然而具體即可。 

5.祈禱不受時間、地點所限，當然也可以每天固定一個時間和地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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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靈修生活 
 

要瞭解一個人，你必需要經常與他有接觸。同樣，要和 神保持密切的關係；

你要每天與  神「約會」，我們稱這個「約會」為靈修時間。 

Ⅰ.靈修內容 

1.  借著禱告與  神交談 

2.  借著讀聖經讓  神對我說話 

 

Ⅱ.靈修的目的 

1.  敬拜  神----神得著你 

2.  與  神交往 ----彼此相交. 

3.  被神引導    你得著 神 

 

Ⅲ.你在詩人與  神的關係中看到甚麼態度? 

(詩篇42：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篇119：147-14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Ⅳ.聖經中的例子 

從下列表中找出屬  神的人如何委身追求認識  神： 

時間 人物 時間 地點 活動 

創世記19 : 27      

詩篇5 : 3   

但以理書6:10 

馬可福音1: 35               

亞伯拉罕 早晨  面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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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例子中，你可以找到那一些個人應用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                                            __________ 

 

Ⅴ.靈修生活的提議及工具 

1. 聖經------在靈修時間閱讀和深思經文。雖然有很多其它好的靈修書籍，但

都不能代替聖經。聖經是人生的四大問題：從何而來？為何而有？如何而

存？向何而往？的答案。 

2. 筆和筆記本------當你讀神的話時，寫下你的思想， 神借著祂的話向你說話。

「你也要紀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申命記

8：2) 

你可以寫下要代禱的名字和事項, 也可以記下禱告的答允來鼓勵

你。 

3. 地方------選擇一個不受打擾的地方， 神要你集中全部注意力。 

4. 時間------找一個對你最適合的時間，每日有定時可以成為你面 

見  神的一個習慣。很多人用早晨的時光。 

5. 計畫------揀選聖經的一卷書，按你的速度讀完它，並且要深思、記錄、禱

告、和實踐。 

 

Ⅵ.開始你的靈修生活 

「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詩篇119：18) 

 

預備------       ˙收集好一切需用的物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預備你的心，等候面見   神。 

˙認你知道的罪。 

尋找  神------˙小心地讀一段經文。 

˙思考它與你的關係。 

˙向  神說及你所讀的。 

˙用以上所提的禱告因素來禱告。 

繼續跟進------˙順從  神向你表示的。 

˙與他人分享你所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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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保持靈修的生活˙ 

    很多有心尋求 神的人，面對的最大困難就是靈修生活中有恒心，有恒心

是可能的，並可以使靈修生活成為你生活方式的一部份。 

 

1. 基本的決志，你的情感會影響你要面對  神的渴慕。無論你的情感如何，

你要決志尋求  神，如此你就會有恒心。 

2. 正當的選擇，耶穌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馬太福音

6：33)。在你每日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事情比你與主在一起 更為重要。 

3. 聖經中的目標， 神叫你與祂有交通、並想你認識祂。你的目標應該是認

識祂和敬拜祂。雖然靈修會帶來良好的感覺，新的見解，和很多祝福，

但主要的目標還是要認識和敬拜  神。 

 

你是否願意決志有一個恒久的靈修生活? 

Ⅷ.我個人的決志 

開 始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        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計        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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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教會生活 
 

成為基督徒，你就是  神家的一份子！  神是我們的天父，信徒在屬靈的

關係上好比弟兄姊妹如同一家人。「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提摩太

前3:15）家不單是一所房子，同樣「教會」真正的意思不是指禮拜堂，而是

指一群被  神拯救的信徒。 

Ⅰ. 聖經以甚麼來代表基督徒與耶穌的關係？ 

  1.(羅馬書12: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以弗所書1:22-2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 基督在教會裡占甚麼位置? 

 (以弗所書5: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教會的功用 你的需要

  

1.  敬拜：「你們要         耶和華，向耶和華 

   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祂。」（詩149:1） 

敬拜 

2. 團契：「要           、激發愛心、勉勵 

   行善。」（來10:24） 

分享 

3. 教導：「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太28:20） 

學習 

4. 訓練：「為要成全聖徒，            , 建立基督的

身體。」（弗4:12） 

事奉 

5. 聖靈的能力：「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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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1:8） 

IV. 基督徒可以完全不參加教會嗎？ 

□ 可以      □ 不可以      □ 看情況而定 

  你參加聚會有困難嗎？      

 

V. 為甚麼你需要回到教會？ 

1.  上述Ⅲ的原因。 

2.   這是  神的命令： 

    『你們       停止聚會，好象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

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希伯來書10:25) 

3.  避免你在真理上偏差。 

4.  有成熟的基督徒作輔導。 

 

Ⅵ.在教會中我們當盡的義務與本份： 

1. 當盡的義    浸禮 

a.  耶穌稱受浸為「義」為「禮」。（馬太福音3：15） 

b.  受浸是表明我們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歸入基督並做見證。 

(羅馬書6：3)              

c.  受浸是表明我們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羅馬書6：4）：『所以

我們借著浸禮 _____________，和他一同_______    。 原          是叫我

們一舉一動有 _____________ 的樣式，像基督借著父的榮   耀 ，從 

_____________ 一樣。』 

d. 受浸是堅定我們信仰的決心。脫離已死的舊人，有復活的新人樣式。

（羅馬書6：6-14） 

e.  浸禮是一個見證，並沒有赦罪的能力。得救完全在乎口裡承認、心裡

相信。（羅馬書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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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守的禮──主餐 

a. 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為要我們紀念祂為我們的罪流血受死。 

（馬太福音26:17-19；26-30） 

b. 每當我們領受主餐時，可使我們再思念、感恩。 

『 因祂受的           ，我們得           ； 

      因祂受的            ，我們得        _  。』  

（以賽亞書53:4-6） 

c. 每當我們守主餐時，也使我們再一次反省自己的行為與信心。 

（林前11:23-29） 

3.   當獻的祭物 ---- 奉獻 

a.奉獻是人向  神所獻上的感恩與全人的敬拜，分為：全人的奉獻、生命的

奉獻、時間的奉獻、才幹的奉獻及金錢的奉獻。 

b.金錢的奉獻是神對信徒的要求及考驗，可分三種： 

 十一的奉獻 -- 這是  神的要求，是屬  神的。其實不算是奉獻，而是當

納的。（利未記 27:30-31） 

（瑪拉基書 3:8-9）：『因你們通國的人都搶奪我的供物，咒詛就臨到

你們身上。』 

（瑪拉基書 3:10）：『萬軍之耶和華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這是當納的，其中十分之九我們可以做主。但那十分之一是  神的，應

當還給  神。 

 禮物的奉獻 

這才是真正的奉獻，是隨我們的心意及誠意。你願獻上多少禮物，是

你自己的決定。 

 愛心及樂捐的奉獻 

這是甘心樂意地支援別人的需要，或其它的捐獻。禮物及愛心都不可

以十一奉獻的金錢來代替，是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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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全能的天父 

 
耶穌教門徒稱 神為「我們在天上的父。」聖經教訓我們知道    神是一個

父親。祂愛、保護、供應，及訓練祂的子女。 

Ⅰ.天父的愛 

「 古 時 耶 和 華 向 以 色 列 顯 現 說 ： 我 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耶利米書31：3) 

1.是什麼原因驅使神拯救你？ 

□ 因為你不算太壞             □ 因為你先愛  神         

□ 因為你時遭不幸             □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而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

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以弗所書2：4-5) 

你們得救是本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弗所書2：8) 

2. 神如何向你顯示祂的愛？試舉一個你經歷過的例子。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約翰壹書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路15：11-24) ，耶穌談及一個父親對他兒子的愛，你可以說出這父

親和  神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天父的保護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            你們脫離那惡者。 帖撒羅尼迦後書3:3 

1. 在 (詩篇34：7) 中，神應許些什麼？ 

     例子： 以利沙 (列王記下6：15-18);   三友 (但以理3：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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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父在你面對的試探中有何保護？ (林前10：13)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Ⅲ.天父的供應  

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 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           。 

腓立比書4：19 

1. 為何   神的子女不要擔憂？ (馬太福音6：3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神給了你什麼禮物來證明祂會供應你的需要？ (羅馬書8：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Ⅳ.天父的訓練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

父親管教的呢？」(希伯來書12：6-7) 

1. 神對祂的兒女有什麼期望？(以弗所書4：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神用什麼方法來訓練祂的兒女？ 

方 法   經 節 

a. 朋友 (箴言27：17) 

b. 聖經 (提摩太后書3：16)  

c.試煉 (雅各書1：2-4) ) 

 
   神的哪一方面對你最有意義？ 

 

□ 慈愛  □ 供應    □ 訓練    □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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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廣傳教導 
 

你已成為一位基督徒 ,是神的兒女 ,是神家中的一份子 ,你有了得救

的確據，又可以隨時用禱告與神交通，更每天願與主靈修，並參加聚

會互相鼓勵堅定信仰，我們是蒙天父照顧的一群。但最重要的乃是天

父呼召我們要去傳揚福音並教導他們遵行主道 ,藉他們教導更多的人。  

 

四種傳福音的呼聲！在這宇宙當中你可聽見來自各方面要你去廣傳福音

的呼聲嗎？ 

Ⅰ. 從上面來的呼聲：主耶穌的要求。（馬可福音16:15）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 從下麵來的呼聲：財主從陰間發出哀求為要使陽世的家人信主。 

（路加福音16:27-2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Ⅲ. 從裡面來的呼聲：保羅一信主之後就有一個渴慕向人傳福音的心志。      

（哥林多前書9:16-1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Ⅳ. 從外面來的呼聲：保羅聽見了從馬其頓來的呼聲，因此將福音傳到了

歐洲。（使徒行傳16: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我們每一位基督徒都當聽見這些呼聲而感動我們立即行動。 

Ⅴ.並且我們還要訓練教導人不但成為信徒、不但成為領袖、更成為一位

成功的「訓練者」，可以訓練別人，這樣才能更快速的將福音傳開。 

      （提摩太后書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Ⅵ.務要使每一位基督徒都在自己家中成立一個新的聚會小組，來向左鄰

右舍傳揚福音，神將會大大祝福並使用你。 

      （使徒行傳2:46-4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即行動,建立基督的肢體,彼此關心代禱！你生命中最蒙祝福的一刻就是: 

1.領人信主， 

2.建立訓練小組（在家中或任何地點）。 

3.訓練他們立即繁殖訓練其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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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長期簡易查經方法及材料 

當一位初信者明白並實踐了基本初信真理之後，我們應當隨即教導他們

帶領建立訓練小組中最重要的一環，即「長遠簡易的查經法」。 

    如果每次你講道，解經給他們聽，他們可以領受、學習。但大多數的初信

者就只會倚賴你的供應，他不知如何自己從神領受亮光、恩典及祝福。所以

我們必須教他一套簡易的查經法，他們不單自己可以研讀聖經、造就自己，

更可帶領小組查經，並能教導組員學習查經。 

    有許多的靈修書籍，也有許多的查經材料，但大多數都不是能教信徒自己

可以查經，並明白其中主耶穌要我們所順服的真理，其實一切的靈修書籍或

太多的解經材料，都不能代替  神的話語，一個人可以直接從  神話語中得教

導、得能力，並信靠順服  神的話，這是最重要的學習。所以我們當求聖靈

光照我們，引導我們的靈命長進。 

以下是我們每次查經時，所主要思想的三個問題： 

1.這段經文的內容是什麼？ 

2.今天聖靈借著這段經文對我說什麼？我當如何順從。 

3.我如何與人分享今天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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