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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得救确据 
 

恭喜你！ 你已经诞生在神的家中， 成为神的儿女， 从现在起，你有了一个与神的

新关系， 并且从神得着各样应许。 

I. 让我们先温习自己如何在耶稣里得着永生： 

1. 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 （以赛亚书 59：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人们千万百计要回到神那里去，但却失败，为什么？ （以弗所书 2：8-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神如何引导我们到他里去？ （彼得前书 3：18,  罗马书 5: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得救方式 

1． 耶稣的拯救 + 你的相信 + 认罪悔改 = 得救 

神要做的（拯救），他做了吗？  □ 做了 □ 没有做 

你要做的（相信，悔改），你做了吗？ □ 做了 □没有做 

如果你已经做了你就得救！ 

2． 且慢——你真的有把握说自己得救吗？ 若你现在就离开世你有没有把握到

主耶稣那里？ □ 有 □ 没有 

3． 耶稣如何应许那些跟随他的人？ （约翰福音 10：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永生不单指永远的生命， 这一个生命更是神的生命， 使人能过着圣洁， 公

义， 仁义， 刚强的生活， 还能将来得享那永远的福气。  

5． 信耶稣不仅是将来得永生，更是从现在起，你已经有一个新生命，能使你在

今世就得平安、喜乐与祝福，更要成为一个能祝福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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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你的反应 

 你知道你已经得救吗？   □ 知道 □ 不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有永生吗？  □ 知道 □ 不知道 

结论：□ 我已经得救  □ 我还没得救 □ 不知道 

IV.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_______的人，旧事________________, 都变成新的

了。 （哥林多后书 5：17）  

得救的人与从前相比一定有改变， 以下哪些改变是你亲身经历过的？  

 □ 内心的平安    □ 对罪的警觉性 □ 胜过罪的能力 

 □ 重新感受到神的爱  □ 渴慕读圣经 □ 赦罪的平安 

 □ 态度的改变（变好）  □ 对他人的关心 

V.  如果我们再犯罪， 是否得救？  （约翰一书 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 请以欢喜， 快乐的心情来填写你的属灵出世纸： 

 

VII. 当尽的义—— 浸礼 

a.  耶稣称受浸为「义」为「礼」。（马太福音 3：13-17） 

b.  受浸洗是表明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归入基督并做见证。(罗马书 6：3)              

______年___月___日 

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作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 作我的主， 掌

握我一生， 我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开始一个新生

命和生活！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培养一位成功训练者:六课: 第一课 
 

5 
 

c.  受浸洗是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马书 6：4）：『所以我

们借着浸礼 _____________, 和他一同__________。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

_____________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 ________样。』 

d. 受浸洗是坚定我们信仰的决心。脱离已死的旧人，有复活的新人样式。

（罗马书 6：6-14） 

e.  浸礼是一个见证，并没有赦罪的能力。得救完全在于口里承认、心里相

信。（罗马书 10：9） 

VIII. 经文背诵：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 5：12） 

IX.  当 你得到这伟大的救恩， 生命中就充满了喜乐与平安！ 你该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给你周围的人，把你今天所听到，学到的教导告诉给另外的

人知道 （最少五个）， 以后每周都去教导最少五个人，因为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也是神的心意， 因他愿意万人得救。  

X.  见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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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学习祷告 

 

祷告是与  神「交谈」。一般的对话需要坦白、真诚，当你与  神讲话时，也

是一样。圣经记载耶稣时常与  神「讲话」，他也教导门徒常常祷告。 

Ⅰ.为何要祷告? 

1. 这是 神的吩咐： 

「要             祷告。」(路加福音18:1) 

「靠着圣灵，            祷告祈求。」(以弗所书6:18) 

 

2. 这是你的需要： 

a. 可以将忧虑，重担卸给  神  

(彼得前书5: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得着  神的引导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
你。』(耶利米书33:3) 

 

c.得着能力和帮助的方法 
        (希伯来书4: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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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要为甚么事祷告?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    _____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     
____   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
念。』(腓立比书4:6-7)  

 

Ⅱ.祷告的内容 

从每一个内容划一条线到相配的经节： 

内容                   配对       经节 

1.赞美：为  神的本性 、作为赞美  

神。      

 诗篇135：3 

2.感恩：为  神的恩典感谢  神。  帖前5：18 

3.祈求：为自己的需要恳求  神。  提摩太前书2：1 

4.代求：为别人的需要而恳求  神。  腓立比书4：6-7 

5.认罪：为自己的过犯求  神赦免。  约翰壹书1：9 

 

Ⅲ.祈祷的三种回答 

1.可以 (绿灯)    神答允，可以行。 

2.不可以 (红灯)  神不答允，不可行。 

3.等一等 (黄灯)  神押后回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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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祈祷的态度          

态    度 经    节 

1. 有信心 

2. 动机正确 

 

3. 先要认清罪 

4. 按神 的旨意 求 

 

5.  有 恒切 的心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雅各书1：6)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

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雅各书4：2-3)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篇66：

18) 

「我们若照着祂的旨意求甚么，祂就听我们，这

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壹书5：

14) 

「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1) 

 

有关祈祷的提示： 

1.人必须【 奉主耶稣的名 】来祈祷 (约翰福音14：13)， 因为只有透过主耶

稣，人才能蒙  神悦纳(约翰福音14：6)。 

2.祈祷结束时、我们会说「阿们」或「诚心所愿」。「阿们」是音译，「诚

心所愿」是意译，我们这样说是表示我们的祈祷是出于真诚的。 

3. 祈 祷 有 许 多 内 容 ： 赞 美 、 感 恩 、 祈 求 、 代 求 ， 认 罪 。 

我们不要偏重某方面，例如不应只祈求而不感恩；只为己求不为人代求。 

4.祈祷不要流于空洞、避免无谓的重复话，用语自然而具体即可。 

5.祈祷不受时间、地点所限，当然也可以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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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灵修生活 
 

要了解一个人，你必需要经常与他有接触。同样，要和 神保持密切的关系；

你要每天与  神「约会」，我们称这个「约会」为灵修时间。 

Ⅰ.灵修内容 

1.  借着祷告与  神交谈 

2.  借着读圣经让  神对我说话 

 

Ⅱ.灵修的目的 

1.  敬拜  神----神得着你 

2.  与  神交往 ----彼此相交. 

3.  被神引导    你得着 神 

 

Ⅲ.你在诗人与  神的关系中看到甚么态度? 

(诗篇42：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诗篇119：147-14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Ⅳ.圣经中的例子 

从下列表中找出属  神的人如何委身追求认识  神： 

时间 人物 时间 地点 活动 

创世记19 : 27      

诗篇5 : 3   

但以理书6:10 

马可福音1: 35               

亚伯拉罕 早晨  面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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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子中，你可以找到那一些个人应用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                                            __________ 

 

Ⅴ.灵修生活的提议及工具 

1. 圣经------在灵修时间阅读和深思经文。虽然有很多其它好的灵修书籍，但

都不能代替圣经。圣经是人生的四大问题：从何而来？为何而有？如何而

存？向何而往？的答案。 

2. 笔和笔记本------当你读神的话时，写下你的思想， 神借着祂的话向你说

话。「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申

命记8：2) 

你可以写下要代祷的名字和事项, 也可以记下祷告的答允来鼓励

你。 

3. 地方------选择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 神要你集中全部注意力。 

4. 时间------找一个对你最适合的时间，每日有定时可以成为你面 

见  神的一个习惯。很多人用早晨的时光。 

5. 计划------拣选圣经的一卷书，按你的速度读完它，并且要深思、记录、祷

告、和实践。 
 

Ⅵ.开始你的灵修生活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诗篇119：18) 

 

预备------       ˙收集好一切需用的物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预备你的心，等候面见   神。 

˙认你知道的罪。 

寻找  神------˙小心地读一段经文。 

˙思考它与你的关系。 

˙向  神说及你所读的。 

˙用以上所提的祷告因素来祷告。 

继续跟进------˙顺从  神向你表示的。 

˙与他人分享你所学到的。 



培养一位成功训练者:六课: 第三课 
 

11 
 

Ⅶ.保持灵修的生活˙ 

    很多有心寻求 神的人，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灵修生活中有恒心，有恒心

是可能的，并可以使灵修生活成为你生活方式的一部份。 

 

1. 基本的决志，你的情感会影响你要面对  神的渴慕。无论你的情感如何，

你要决志寻求  神，如此你就会有恒心。 

2. 正当的选择，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马太福音

6：33)。在你每日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比你与主在一起 更为重要。 

3. 圣经中的目标， 神叫你与祂有交通、并想你认识祂。你的目标应该是认

识祂和敬拜祂。虽然灵修会带来良好的感觉，新的见解，和很多祝福，

但主要的目标还是要认识和敬拜  神。 

 

你是否愿意决志有一个恒久的灵修生活? 

Ⅷ.我个人的决志 

开 始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        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计        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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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教会生活 
 

成为基督徒，你就是  神家的一份子！  神是我们的天父，信徒在属灵的

关系上好比弟兄姊妹如同一家人。「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会。」（提摩太

前3:15）家不单是一所房子，同样「教会」真正的意思不是指礼拜堂，而是

指一群被  神拯救的信徒。 

Ⅰ. 圣经以甚么来代表基督徒与耶稣的关系？ 

  1.(罗马书12: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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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 基督在教会里占甚么位置? 

 (以弗所书5: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教会的功用 你的需要  

1.  敬拜：「你们要         耶和华，向耶和华 

   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祂。」（诗149:1） 

敬拜 

2. 团契：「要           、激发爱心、勉励 

   行善。」（来10:24） 

分享 

3. 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 

（太28:20） 

学习 

4. 训练：「为要成全圣徒，            , 建立基督的

身体。」（弗4:12） 

事奉 

5. 圣灵的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徒 1:8）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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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基督徒可以完全不参加教会吗？ 

□ 可以      □ 不可以      □ 看情况而定 

  你参加聚会有困难吗？      

 

V. 为甚么你需要回到教会？ 

1.  上述Ⅲ的原因。 

2.   这是  神的命令： 

    『你们       停止聚会，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

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25) 

3.  避免你在真理上偏差。 

4.  有成熟的基督徒作辅导。 

 

Ⅵ.在教会中我们当尽的义务与本份： 

1. 当尽的义    浸礼 

a.  耶稣称受浸为「义」为「礼」。（马太福音3：15） 

b.  受浸是表明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归入基督并做见证。 

(罗马书6：3)              

c.  受浸是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马书6：4）：『所

以我们借着浸礼 _____________，和他一同_______    。 原          是叫

我们一举一动有 _____________ 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   耀 ，从 

_____________ 一样。』 

d. 受浸是坚定我们信仰的决心。脱离已死的旧人，有复活的新人样式。

（罗马书6：6-14） 

e.  浸礼是一个见证，并没有赦罪的能力。得救完全在乎口里承认、心里

相信。（罗马书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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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守的礼──主餐 

a. 是主耶稣亲自设立，为要我们纪念祂为我们的罪流血受死。 

（马太福音26:17-19；26-30） 

b. 每当我们领受主餐时，可使我们再思念、感恩。 

『 因祂受的           ，我们得           ； 

      因祂受的            ，我们得        _  。』  

（以赛亚书53:4-6） 

c. 每当我们守主餐时，也使我们再一次反省自己的行为与信心。 

（林前11:23-29） 

3.   当献的祭物 ---- 奉献 

a.奉献是人向  神所献上的感恩与全人的敬拜，分为：全人的奉献、生命的

奉献、时间的奉献、才干的奉献及金钱的奉献。 

b.金钱的奉献是神对信徒的要求及考验，可分三种： 

 十一的奉献 -- 这是  神的要求，是属  神的。其实不算是奉献，而是

当纳的。（利未记 27:30-31） 

（玛拉基书 3:8-9）：『因你们通国的人都抢夺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

你们身上。』 

（玛拉基书 3:10）：『万军之耶和华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这是当纳的，其中十分之九我们可以做主。但那十分之一是  神的，应

当还给  神。 

 礼物的奉献 

这才是真正的奉献，是随我们的心意及诚意。你愿献上多少礼物，是

你自己的决定。 

 爱心及乐捐的奉献 

这是甘心乐意地支持别人的需要，或其它的捐献。礼物及爱心都不可

以十一奉献的金钱来代替，是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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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全能的天父 

 

耶稣教门徒称 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经教训我们知道    神是一个

父亲。祂爱、保护、供应，及训练祂的子女。 

Ⅰ.天父的爱 

「 古 时 耶 和 华 向 以 色 列 显 现 说 ： 我 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31：3) 

1.是什么原因驱使神拯救你？ 

□ 因为你不算太坏             □ 因为你先爱  神         

□ 因为你时遭不幸             □ 因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

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书2：4-5) 

你们得救是本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弗所书2：8) 

2. 神如何向你显示祂的爱？试举一个你经历过的例子。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约翰壹书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路15：11-24) ，耶稣谈及一个父亲对他儿子的爱，你可以说出这父

亲和  神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天父的保护 

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            你们脱离那恶者。 帖撒罗尼迦后书3:3 

1. 在 (诗篇34：7) 中，神应许些什么？ 

     例子： 以利沙 (列王记下6：15-18);   三友 (但以理3：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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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父在你面对的试探中有何保护？ (林前10：13)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Ⅲ.天父的供应  

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           。 

腓立比书4：19 

1. 为何   神的子女不要担忧？ (马太福音6：31-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神给了你什么礼物来证明祂会供应你的需要？ (罗马书8：3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Ⅳ.天父的训练 

「因为主所爱的，祂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

父亲管教的呢？」(希伯来书12：6-7) 

1. 神对祂的儿女有什么期望？(以弗所书4：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神用什么方法来训练祂的儿女？ 

方 法   经 节 

a. 朋友 (箴言27：17) 

b. 圣经 (提摩太后书3：16)  

c.试炼 (雅各书1：2-4) ) 

 

   神的哪一方面对你最有意义？ 

 

□ 慈爱  □ 供应    □ 训练    □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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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广传教导 
 

你已成为一位基督徒 ,是神的儿女 ,是神家中的一份子 ,你有了得救

的确据，又可以随时用祷告与神交通，更每天愿与主灵修，并参加聚

会互相鼓励坚定信仰，我们是蒙天父照顾的一群。但最重要的乃是天

父呼召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并教导他们遵行主道 ,藉他们教导更多的人。  

 

四种传福音的呼声！在这宇宙当中你可听见来自各方面要你去广传福音

的呼声吗？ 

Ⅰ. 从上面来的呼声：主耶稣的要求。（马可福音16:15）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Ⅱ. 从下面来的呼声：财主从阴间发出哀求为要使阳世的家人信主。 

（路加福音16:27-2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Ⅲ. 从里面来的呼声：保罗一信主之后就有一个渴慕向人传福音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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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 从外面来的呼声：保罗听见了从马其顿来的呼声，因此将福音传到了

欧洲。（使徒行传16: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当听见这些呼声而感动我们立即行动。 

Ⅴ.并且我们还要训练教导人不但成为信徒、不但成为领袖、更成为一位

成功的「训练者」，可以训练别人，这样才能更快速的将福音传开。 

      （提摩太后书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Ⅵ.务要使每一位基督徒都在自己家中成立一个新的聚会小组，来向左邻

右舍传扬福音，神将会大大祝福并使用你。 

      （使徒行传2:46-4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即行动,建立基督的肢体,彼此关心代祷！你生命中最蒙祝福的一刻就是: 

1.领人信主， 

2.建立训练小组（在家中或任何地点）。 

3.训练他们立即繁殖训练其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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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长期简易查经方法及材料 

当一位初信者明白并实践了基本初信真理之后，我们应当随即教导他们

带领建立训练小组中最重要的一环，即「长远简易的查经法」。 

    如果每次你讲道，解经给他们听，他们可以领受、学习。但大多数的初信

者就只会倚赖你的供应，他不知如何自己从神领受亮光、恩典及祝福。所以

我们必须教他一套简易的查经法，他们不单自己可以研读圣经、造就自己，

更可带领小组查经，并能教导组员学习查经。 

    有许多的灵修书籍，也有许多的查经材料，但大多数都不是能教信徒自己

可以查经，并明白其中主耶稣要我们所顺服的真理，其实一切的灵修书籍或

太多的解经材料，都不能代替  神的话语，一个人可以直接从  神话语中得教

导、得能力，并信靠顺服  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学习。所以我们当求圣灵

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的灵命长进。 

以下是我们每次查经时，所主要思想的三个问题： 

1.这段经文的内容是什么？ 

2.今天圣灵借着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我当如何顺从。 

3.我如何与人分享今天的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