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課              我爲何要學習聖經?  
 

* 讀經: <提后3:14-17>, <彼後1:20-21>  

* 背經: <提后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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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敎訓`督責`使人歸正`敎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1. 聖經是聖靈所默示的神的話. 其證據是什麽?  

 1)唯有創造天地的神才能說明: 祂怎樣造世界, 爲甚麽造世界 

 2)唯有預定永遠計劃的神才能說明: 將來要發生的事 

 3)唯有全能的神才能敢說: 你們祈求, 我就給你們成就 

 4)我們確認了: 聖經的話, 都在過去成就了, 正在成就, 將必都要成全 

 5)聖經自己擁有着神的話的權威, 聖經是我們判斷萬民`萬事`歷史的標準根基 

 

2. 當我讀聖經的時候, 聖靈一樣的感動我<來4:12> 

 1)聖經是經過1,500年的歷史, 藉着40多位神僕們寫成的  

 2)聖經裏有些神的話, 是神直接跟神僕說的話, 神僕就將所聽見的寫下來而傳來的 

 3)聖經裏有些神的話, 是聖靈透過神僕的生命和經歷, 感動神僕心靈而默示的  

 4)當我學習`誦讀`默想的時候, 聖靈一樣的感動我, 使我明白神的美意; 並且當我禱告的時候, 聖靈就感動我, 叫我想起

神的話, 靈裏能聽見(確信)神的聲音(美意) 

 

3. 聖經使我能得重生, 得成聖, 得使命和基業 

 1)使我得重生 → 使我明白: 我是誰(我與神的關係)/重生前我生命的光景(靈死`罪根`邪靈)/如何得重生(心靈信基督福音

而得基督的靈)/重生後我生命的光景(基督身體/真理和聖靈帶領)  

 2)使我得成聖 → 使我明白基督的生命思想系統(建殿: 神兒女→應許→凡事裏的美意)和聖靈, 並使我明白如何靠聖靈

與神交通`同行, 而能活出基督榮美的生命   

 3)使我得使命和基業 → 使我得着終身目標"四大福音化"(個人`家庭`地區`世界福音化), 以敎會`肢體`事奉爲中心生活, 

在每日凡事上察驗神的美意, 學習活出基督, 來榮耀神祝福人 

 

4. 我應該如何學習聖經?  

 1)先要明白聖經每一本`每一句話的屬靈意義  

 2)用整本聖經的人物`事件`歷史來認識主基督耶穌   

 3)在我生命生活裏, 實際恢復基督耶穌的身份`心腸`目標`內容`方法 

 

 

 

 

 

 

 

 

 

 

 

 

 



第二課              聖經是講什麽的?  
 

* 讀經: <約5:39>, <路24:25-27, 44-48>   

* 背經: <約5:39> "你們査考聖經, 因你們以爲內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1. 聖經是講神自己的 

 1)講到: 神如何創造天地宇宙萬物? 爲何創造我們? 過去`現在`將來祂要作什麽?  

 2)講到: 祂是三位一體的神(聖父`聖子`聖靈), 是榮耀`聖潔`慈愛`全能的神  

 3)講到: 祂是永遠愛我們(神兒女), 與我們同在, 保護`引導`供應`成全我們的神 

 

2. 聖經是講主耶穌基督的 

 1)舊約是講到: 要來的基督(彌賽亞)/基督來世要作什麽/基督的子民以色列的歷史  

 2)新約是講到: 基督來了, 都成就了/基督正在作什麽/基督如何再來/基督永遠的國度 

 3)基督是看不見神的顯現, 是整個歷史(His story)的主角, 是一切神民(身體)的主(頭) 

 4)基督揭開了: 神住在我們生命`生活裏面的奧秘; 代替我們死而復活了; 昇天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 藉着聖靈住在

我們裏面, 也爲我們代禱(顯明在我們心靈裏), 保護`引導`成全我們 

 

3. 聖經是講我的 

 1)神說: 我是神在創立世界前所揀選的兒女, 神爲我`爲我們預備了永遠美好的福氣  

 2)重生之前我生命的光景是: 死在過犯罪惡中, 隨從世俗, 順服邪靈, 放縱肉體  

 3)神差派福音使者, 使我聽見基督福音, 聖靈光照我明白福音而信, 使我得着基督生命 

 4)在我的生命條件`關係`遇見`一生的時光裏, 有神所定永遠美好的計劃 

 

4. 聖經是講我們的(以色列/基督徒/神兒女/聖民)  

 1)凡聽見基督福音而信的人, 都是神的兒女`基督的身體`聖靈的殿, 都是擁有一父`一主`一靈`一神`一體和一個應許的

一家人, 都是兄弟姐妹   

 2)每一個時代`地區`種族裏的每一個聖徒, 都有神所賜獨特尊貴的條件`關係`恩賜`角色`和使命, 應該各盡其職, 聯絡得

合式, 一同建立發展主基督的身體(永遠的國度)  

 3)每一個聖徒, 必要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生活, 在與肢體一同學習`代禱`配搭的過程裏, 每日凡事上恢復活出基督, 

榮耀神, 祝福神所安排的親人`親族`親友和生命聯絡網裏的神民 

 

5. 聖經是使我活出耶穌基督的 

 1)我們特別要謹愼: 不可以像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基督敎徒, 學習聖經的結果, 就只跑到知識`形式`祈福`神秘`戒律`人爲

`人本等的宗敎活動裏, 他們却受到七禍的咒詛<太23:1-39>  

 2)我們要用整本聖經和歷史來認識主基督耶穌, 要完全丟棄重生前老我的生命, 並要將基督的身份`關係`心腸`目標`內

容`方法恢復在我的新生命裏, 一生學習活出基督的奧秘 

 

 

 

 

 

 

 

 

 



第三課             神造了兩個世界 
 

* 讀經/背經: <創1:1> "起初, 神創造天地" 

 

1. 神造了兩個世界 

 1)看得見的世界   

 2)看不見的世界 

 3)神賜給我們看得見的生命和看不見的生命 

 

2. 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 哪一個更重要?  

 1)兩個都重要, 兩個世界不能分開, 並且彼此都會影響 

 2)但是, 看不見的世界更重要 

 3)看不見的神不但創造了天地, 也運行在中間, 並管理一切 

 4)看不見的天使天軍正在事奉神, 也保護`幫助神的兒女 

 5)看不見的魔鬼抵擋神, 也偸竊`殺害`毁壞人的生命 

 6)看不見的我的心靈, 影響我的判斷`說話`作事   

 

3. 爲甚麽人不認識看不見的世界, 也常常忘記?  

 1)因爲被魔鬼欺騙, 犯罪了, 因此失去了神的話和神的靈  

 2)因此, 不認識神, 不認識自己, 不認識善和惡, 不認識世界, 不認識天國和地獄 

 3)因此, 人的心變壞了; 只爲着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誇耀而活 

 4)因此, 在這世界有這麽多的罪惡`咒詛`疾病`戰爭`災殃`死亡  

 

4. 透過神的啓示和耶穌基督, 我們就能恢復看不見的世界 

 1)神啓示了真理(事實/神的話), 叫凡信的人得着神的靈 

 2)耶穌基督用人的樣子來到世界, 將神如何與人同在的奧秘給人看了 

 3)耶穌基督爲人代替死而復活, 打破了魔鬼的頭, 救贖了人 

 4)耶穌基督透過聖靈活在我們生命裏, 也活在在我們中間 

 5)透過奉耶穌基督之名禱告, 我們的心靈就能看見神, 與神交通, 同行 

 

 

 

 

 

 

 

 

 

 

 

 

 

 

 

 



第四課              神的話的能力 
 

* 讀經: <創1:1-25>  

* 背經: <創1:3> "神說, 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說(什麽), 事就這樣成了" 

 

1. 在這世界裏, 哪一個是最有能力的呢?  

 1)是老虎麽? 是獅子麽? 是恐龍麽?  

 2)是閃電打雷麽? 是大地震麽? 是颱風麽? 是太陽麽? 

 3)是大軍麽? 是科學者麽? 是總統麽?  

 4)都不是, 乃是創造那一切的神的話!  

 

2. 神的話有創造的能力 

 1)神說出心中的旨意, 創造了天地萬有<創1:1-3, 約1:1-3> 

 2)因此, 宇宙萬物`萬事都顯出神的旨意, 也按神的旨意運行 

 3)神的話是一點一劃也不能廢去, 都要成全<太5:18>  

 4)神的話都在耶穌基督裏得着成全<約5:39> 

 

3. 信神的話, 我們就能得着創造的能力 

 1)神將祂的話賜給人, 使人有智慧`能力, 治理萬物<創1:27-28> 

 2)魔鬼撒但欺騙人, 人就不信`不順從神的話, 失去了聖靈, 也失去了一切福氣<創3:1-6> 

 3)在耶穌基督裏, 我們才能恢復神的話和聖靈  

   ⇒ 信耶穌基督的福音:  

   ① 就能得着重生, 成爲基督的身體<約1:12-13, 6:53-57>  

   ② 就能得着生命的活水(智慧和聖靈)<約4:14, 7:38> 

   ③ 我們的禱告都蒙應允<約14:14> 

   ④ 我們就能得着醫治<約5:1-14> 

   ⑤ 我們就能得着權柄和能力而能趕鬼<路10:19> 

   ⑨ 我們就能成爲家人`地區`世界的祝福<太28:18-20, 徒1:8> 

 

4. 我們要常常學習神的話, 遵行神的話 

 1)常常喜愛讀聖經的人, 神也喜愛他們, 會向他們顯現  

 2)努力學習聖經內容的人, 神賜給他們神的智慧和能力 

 3)每天認真背聖經的人, 神賜給他們權柄, 叫他們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4)喜愛察驗`遵行神的美意的人, 在所作的一切事上神賜福給他們 

 

 

第五課                我的受造原理 
 

* 讀經/背經: <創1:27-28>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

衆多, 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1. 我認識我麽? 我是誰?  

 1)我是從哪裏來, 要到哪裏去, 我爲何來到世界?   

 2)我在媽媽肚子裏的時候, 神爲我作了什麽?   

 3)神在我的生命裏正在作什麽?  

 4)造我們的神, 已在聖經裏都告訴了我們<創1-3章, 詩139篇, 徒7:24-28>  

 

2. 神造萬物都有程序, 也有創造的原理  

 1)神先造了天地, 造光, 造空氣, 造海等的環境 

 2)然後, 神造了各種靑草`菜蔬和樹木, 叫它們活在泥土上  

 3)然後, 神又造了各種水裏的魚, 叫它們活在水裏 

 4)然後, 神又造了各種牲畜`昆蟲`野獸, 叫它們活在地上; 也造了各種飛鳥, 叫他們活在空中 

 5)神尙未造人之前, 爲人都豫備好了空間`時間`植物`動物, 這就是神對人的愛 

 

3. 神按自己的形像造了我, 叫我活在神裏面 

 1)神賜給人靈性`理性`感性的生命, 因此可以與神交通, 發輝能力, 治理神所造的一切 

 2)人必要活在神的同在`保護`引導`供應`成就裏, 才能享受有平安`有能力`有果子的生活  



 3)人明白神的話和聖靈, 才能享受在神裏面幸福美滿的生活 

 4)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是極其尊貴的, 因爲都帶着永遠獨一無二的條件和神無限的能力 

 5)神在我生命裏有永遠美好的計劃, 親手在媽媽肚子裏造了我, 也透過父母生養了我 

 

4. 神將永遠的應許賜給了我, 叫我明白生命的目標和方法 

 1)神賜福我說, 你要生養衆多, 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神所造的一切  

 2)神造我的目的, 就是叫我享受 的愛和祝福, 叫我愛神愛人, 成全祂的計劃 

 3)神永遠與我同在, 祂的保護`引導`供應`成全就在我的條件`關係`和每天的事情裏; 因此, 我們要察驗祂在我凡事裏的

美意, 也要順從, 也要依靠祂   

 

 

 

 

 

 

 

 

 

 

 

 

 

 

 



第六課              在神裏面的安息     
 

* 讀經: <創2:1-17> 

* 背經: <創2:8> "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1. 神爲何造我們?  

 1)爲要住在我們生命裏: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1:27>;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2:7>  

 2)爲要愛我們, 賜福給我們: "神就賜福給他們說, 要生養衆多, 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1:28> 

    "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2:8> 

 3)爲要與我們一同享受祂的榮耀`安息和喜樂: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31>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 可以悅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2:9>          

 4)爲要使我們生命成爲許多人的祝福: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 滋潤那園子, 從那裡分爲四道"<2:10>;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

甸園, 使他修理, 看守"<2:15> 

 

2. 人失去神的安息和祝福, 都是由於違背神創造的目的和原理而來的 

 1)追求肉體的享樂而不懂: 靈魂蒙恩喜樂, 肉體才能得着健康`安息的原理 

 2)追求世界的成功而不懂: 只得了"萬福之源"的神, 凡事就都能興旺的原理 

 3)追求財物的豐富而不懂: 滿足和施捨才能叫人享受神無限豐盛的原理 

 4)常常與人比較`競爭而不懂: 享受"我和別人所擁有獨特`尊貴的條件"所帶來的福氣 

 5)容易批評`論斷人而不懂: "憐憫`饒恕`包容`安慰`幫助人"所帶來神無限的憐憫和賜福 

 6)在失去被造的目的(榮神益人建國)之下所得的成功`幸福, 都是叫人更沈淪`更受咒詛的 

  

3. 神與我們同在的地方, 就是伊甸園(天國)  

 1)神從來沒有改變, 永遠愛我們, 與我們同在, 保護`引導`幫助我們  

 2)伊甸園不在別處, 乃在於我們的心靈恢復以馬內利神的時間和地方  

 3)耶穌基督, 就是叫我們恢復以馬內利神的唯一道路`真理`生命 

 4)耶穌基督, 帶着最卑賤貧窮的樣子來這世界, 在最艱難的試探和逼迫裏活出最平安`喜樂`富有的生命, 留下給我們最

美好的榜樣. 我們在任何情況裏, 只要願意恢復祂那柔和謙卑的心, 願意擔負祂爲我安排的軛, 願意學習祂的樣式, 我們

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伊甸園 

 

4. 從我們生命裏流出活水來, 滋潤生命聯絡網裏的許多生命  

 1)靠聖靈, 我就能顯出柔和`謙卑`平安`喜樂的生命, 而能改變屬靈環境, 能影響周圍的生命 

 2)人人都需要我所擁有使人得永生`以馬內利`平安喜樂的信息和見證 

 3)我爲家人`肢體`親友的代禱, 都蒙主應允, 看到他們生命越來越蒙恩 

 4)主就爲我繼續打開傳福音的門, 地區`列邦`萬民因我所傳講的福音和見證蒙恩 

 

 

 

 

 

 

 

 

 



第七課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 世界上有這麽多人, 他們都從哪裏來? 有男人`女人的不同, 有黑人`白人`黃人的不同, 有老人`靑年人`兒童`幼兒的不

同, 外貌`才幹`身份`地位`學問`財産的不同...  

 

* 讀經: <創2:18-25> / 背經: <創2:22-23>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 領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說, 這是我骨

中的骨, 肉中的肉" 

 

1. 萬人都是從一人而來的 

 1)神並不是造了很多人, 乃是造了亞當一個人  

 2)神從亞當身上取下一條肋骨, 又把肉合起來了, 造了一個女人夏娃 

 3)神叫亞當`夏娃結婚, 二人成爲一體, 生了兒女們 

 4)亞當`夏娃的兒女`後裔繼續生養衆多直到如今了 

 5)萬民`萬族`萬人原都是一個骨肉 

 

2. 每一個人的生命是極其尊貴的 

 1)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是神在母腹裏親手造出來的<詩139:13-17>  

 2)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是擁有的神的形像和靈魂體, 也都是連結於靈界無限能源的 

 3)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是帶着獨一無二的條件`關係`和角色的 

 4)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是永遠長存的  

  

3. 在每一個人際關係裏, 都有神所安排的美意和祝福 

 1)感謝父母生養之慈愛和恩惠, 孝敬(親近)他們, 得着長壽之福 

 2)敬愛配偶, 二人成爲一體, 生養衆多, 共享幸福美滿, 同得永遠的基業  

 3)用慈愛和敎訓生養兒女, 傳授永遠的基業, 將其基業發揚廣大 

 4)以祭壇`肢體`事工爲中心生活, 與肢體一同各盡其職, 聯絡合式, 成長發展 

 5)在家庭`敎會`學校`隣居的各種人際關係裏, 學習`活出`見證基督, 並祝福人 

 

4. 在耶穌基督裏, 我們能得着更完美的愛 

 1)人被魔鬼欺騙, 犯罪, 失去神的靈之後, 都爲屬肉`屬世`短暫的事情彼此爭鬪  

 2)耶穌基督, 是將一切關係恢復聯合的房角石, 祂使我們能恢復了與神與人一切的關係 

 3)耶穌基督順從父神的榜樣和祂爲肢體犧牲的大愛, 叫我們能恢復順從神`愛肢體的心靈 

 

5. 在基督裏, 如何彼此相愛, 一同榮耀神, 祝福人?    

 1)在耶穌基督裏, 我一人先要多認識神, 多親近神, 多蒙受神的恩惠和慈愛  

 2)因神爲我所安排的父母`兄弟`肢體`親友`隣居感恩, 並且爲他們與我一同蒙恩禱告  

 3)愛他們, 憐憫`包容`祝福`幫助他們 

 4)在每一個關係裏, 按神所定的美意交往, 也盡心與人和睦一同蒙恩 

 5)不作比較, 不競爭, 不嫉妒, 不輕視, 總要謙卑`溫柔的心努力與他們聯合而榮耀神 



第八課              認識全備福音 
 

* 讀經: <創3:1-24> / 背經: <創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爲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爲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

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脚跟" 

 

1. 神時常與我們同在 

 1)神創造了看不見的靈界和看得見的世界和萬物, 也運行在其中間, 並管理一切 

   (整個宇宙萬物, 現在仍然大大顯明創造主的榮耀`慈愛和能力) 

 2)人是按神的形像而被造有靈魂體的生命, 必要在神裏面生活才能得安息 

 3)人靠神(神的話和聖靈)思考`判斷`說話`行事, 才能過有能力和有功效的生活   

 

2. 但人離開神, 不再認識神了(人的根本問題) <創3:1-7> 

 1)撒但欺騙人, 叫人疑惑神的話而犯罪, 得了權柄捆綁人<約8:44> 

 2)人犯了罪, 因此審判`咒詛`死亡臨到人的身上<羅3:23> 

 3)人失去了神的話和聖靈的感動, 成爲肉體, 只爲肉體和世界而活<創3:7> 

 ⇒ 結果, 所有的問題都跟着來到人的身上<創3:7-19> 

  1) 人失去了神的話和聖靈(靈死), 就落在邪靈的捆綁`弄瞎`欺騙`控告之下生活<弗2:1-3> 

  2) 因此, 人的心勞苦重擔<創3:7-14, 太11:28> 

  3) 身體也常受各種疾病的侵犯, 漸漸毁壞老化而死<創3:16-19> 

  4) 地也受咒詛, 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一生擔心財物不夠    

  5) 不再認識神, 因此造宗敎, 拜偶像, 而召鬼, 拜鬼, 與鬼相交<林前10:20> 

  6) 死後受審判, 與鬼同受永遠的刑罰<來9:27>, 將受咒詛的屬靈遺産留給後裔<出20:4-5> 

 

3. 耶穌基督, 是使人恢復神的那唯一的道路`眞理`生命<創3:15, 21> 

 1)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神成爲人)來到世界, 給我們揭開神如何與我們同在的奧秘<約1:1-18> 

 2) 耶穌基督替我們死而復活, 叫我們完全脫離罪`咒詛`死亡`撒但的權勢<羅8:1-2> 

 3) 耶穌基督將父神對祂兒女的無限大愛大大顯明, 並且使我們得神兒女重生的生命<羅5:8> 

 4) 耶穌基督掌管天上地上一切的權柄, 幇助我們在任何問題上都能得勝有餘<羅8:31-39> 

 5) 聖靈進到信耶穌基督神兒女生命裏, 使他們得着聖靈的保護`引導`恩膏`成就<約14:16-26>  

 

4. 凡聽見而信耶穌基督福音的人, 都就是神所揀選`所生的神兒女<弗1:4-14> 

 1)唯有神兒女才能得機會聽福音, 得聖靈感動而明白相信<羅10:13-17, 林前12:3, 弗1:13> 

 2)因信了基督福音, 得了聖靈印記和新生命, 而能活出基督<羅6:1-11, 12:1-2> 

 3)在生命裏會看見肉體和聖靈的爭戰, 順從聖靈時會看到聖靈的引導`恩膏`成就<加5:16-23> 

 

5. 神兒女能享受: 靠聖靈與神交通`與神同行, 過有能力`有功效的生活 

 1)在神兒女的確據上, 抓住以馬內利和四大福音化的應許, 學習神的美意, 多認識聖靈 

 2)要以察驗`順從`依靠神爲中心生活= 要掌握"定時禱告`隨時禱告`集中禱告"的奧秘 

 3)活出基督, 傳福音, 見證主, 而祝福我生命聯絡網裏的家人`肢體`親族`親友`八福人 



第九課             如何解決我的屬靈問題?   

 

* 讀經:<創3:1-7> / * 背經:<雅4:7-8>"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

近你們" 

 

1. 什麼叫屬靈問題 ?  

 1)不愛神,不尋找神,不依靠神  

 2)怕神,不認識神的愛和義,而不能脫離罪,不能除去內疚,不能向神坦然無懼 

 3)看不見、聽不見時常同在的神  

 4)拜宗敎(偶像),召鬼,與鬼相交,被鬼捆綁   

 5)落於知識、形式、祈福、神秘、戒律、人爲、人本的信仰 

 

2. 屬靈問題背後有撒但的作爲 

 1)撒但的作爲: ①弄瞎人的心眼,②欺騙人,③試探人,④控告人,⑤殺害人,⑥毁壞人     

 2)撒但的權勢就在於牠的詭計(說謊):牠欺騙始祖說,"你們不一定死",始祖信了就被牠捆綁了.現在也如此用謊言欺騙我

們,使我們不能脫離屬靈問題   

 3)用屬肉、屬世、短暫的東西,來奪取屬靈、屬天、永遠的生命和福份<創3:1-7,太4:1-11> 

 4)撒但的作爲有焦點,叫人:①不能明白基督福音,②不能得兒女的確據,③不能明白神爲兒女所豫備永遠的應許和福份, 

④不能明白如何與神交通和同行 

 

3. 如何解決我的屬靈問題?  

 1)要恢復真理(基督福音/事實),而打破撒但的詭計(謊言/假道)  

 2)要相信:神是我的父,我是祂的兒女的事實;並要相信父神對兒女的愛和憐憫  

 3)要相信:神爲兒女所預備的救贖,而要坦然無懼來到神的面前 

 4)要認識:聖靈在信基督之人心靈裏的作爲,並要認識如何與神交通、同行 

 5)上述解決的奧秘,都在耶穌基督裏: 因此要認識、相信、跟從、依靠基督 

  

4. 如何才能不會遇到屬靈問題?<太12:28,弗6:10-18,太4:1-11>  

 1)穿戴全副軍裝=兒女確據、神的應許和人生目標、神在凡事上的美意、得潔淨的確據  

 2)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禱告=喜愛察驗、順從、依靠、交托(定時、隨時、集中禱告)  

 3)時常看見:神愛我,與我同在、保護、引導、供應、成就,並要感謝、盼望、喜樂 

  

 

 

 

 

 

 

 

 

 

 

 

 

 

 



第十課               如何解決罪的問題? 

 

* 讀經:<創2:15-17,3:7-19> / * 背經:<創2:16-17>"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

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1. 我有罪麼? 什麼叫罪?  

 1)世上有許多種的罪:說謊、偸竊、姦淫、不孝、傷人、殺人...,這些都是罪 

 2)但我們要知道:凡"不順從神旨意"的思想、言語、行爲, 都是罪 

 3)神一切的旨意,都出於"愛神愛人"的根基上;因此不出於愛的論斷批評是更嚴重的罪 

 4)因此,凡不認識神的愛和義的人,是無法能作出一個的義,都活在罪中的 

 5)因此,人人都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一直到認識神之前, 無法脫離罪和死的律 

 

2. 罪會帶來如何的結果?  

 1)<創2:17,3:7>=與神(聖靈)爲仇=成爲肉體(靈死)=被撒但捆綁(受撒但所受的審判) 

 2)<創3:8>=屬靈環境變化(天起了涼風)=心靈內疚、害怕、羞辱(受撒但的控告)  

 3)<創3:9-13>=與神與人的關係破裂=被控告、怕神、推責任、定別人的罪(犯更嚴重的罪) 

 4)<創3:16-19>=受咒詛=要面對夫婦、兒女、健康、經濟、災殃、死亡...等一切的問題  

 

3. 宗敎、道德、學問、修養可以使人能解決罪,能恢復神的義和愛麼?  

 1)亞當、夏娃犯罪之後,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編做裙子遮蓋了自己,但却落於更嚴重的結果了 

 2)宗敎是人被撒但欺騙而造出來的,因此會帶來與鬼相交,更被鬼捆綁,受更多的咒詛 

 3)道德是好的,但不認識神的義和愛的道德,總是留在人本、人義上,會違背神的義 

 4)學問也是好的,但不認識神創造原意的學問,會失去事實根基,會帶來嚴重錯誤(進化論) 

 5)靠自己、靠歪曲的道德學問的修養,無法達到神的義,反而叫人犯更多的罪(驕傲/崇拜人)  

 

4. 如何能解決罪和罪所帶來的一切問題?  

 1)先要發現:在不認識神愛神義的狀態之下,無法靠自己能行出一個善<羅7:18,弗2:1-3> 

 2)要信:唯有透過耶穌基督的代受審判、代死而復活,才能罪得赦,得着新生命 

 3)願意: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要得神兒女(基督身體/聖靈的殿)的新生命,並要順從神的帶領  

 4)要發現:神在耶穌基督裏向我所顯明永遠無限不變的大愛,在凡事上發現神的恩惠和慈愛 

 5)要得着:愛神愛人的心靈,而要恢復與神交通.同行的生活(榮神益人建國) 

 6)時刻要洗淨:不愛神、不愛人的罪、和聖靈提醒我的罪,而要保持愛神愛人榮神益人的生活  

 

5. 我怎麼知道我的罪已得赦免,而能面對蒙愛蒙福的未來?  

 1)我有悔改的心                        

2)悔改到心裏得平安        

3)神將祂的美意向我顯明            

4)繼續順服主的帶領,得着主的安慰和稱讚 

 

 

 

 

 

 

 



第十一課          如何解決心靈不安的問題? 

 

* 讀經:<創3:6-10> / * 背經:<太11:28-30>"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

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1. 人的心靈裏常常出現不正常的現象  

 1)每一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但在人的心靈裏常常出現:①不安、懼怕、憂鬱②內疚、控告、論斷③比較、自卑、嫉妒 

④受害感、憎恨、報仇⑤虛空、灰心、絶望⑥試探、貪心、淫亂⑦分心、亂想、妄想⑧興奮、沮喪、突發行動等的

現象 

 2)有些人的情況是相當嚴重,不能過正常的生活,不得不用藥物來控制 

 3)有些人是常常受到惡夢、幻想、幻聽、幻覺等的困擾  

 4)甚至有些人是顯出被鬼附、發作、說出鬼話等的現象 

 5)心靈疾病有許多原因(腦分泌異象、遺傳、生長背景和經歷),但背後都有屬靈原因;通常在拜偶像、認真信奉宗敎或

哲學的人、家族、地區裏較多出現<太12:43-45,林前10:20> 

 

2. 人的心靈要得平安,必需要以下的信心 

 1)永遠不死=永生的確據                           2)蒙愛神兒女的確據  

 3)神永遠與我同在的確據                         4)確信:現在我的判斷和言行是神所喜悅的美意 

 5)確信:我所需用的神必按時豐富供應     6)確信:我所愛的家人、親友都將必蒙神救恩 

 7)我的事奉、我的未來越來越發達 

 

3. 唯有在耶穌基督裏, 人才能得那種信心和完全的平安<太11:28-30,約14:27> 

 1)倫理、哲學、宗敎雖然"叫人行善",但修養①不能給人神兒女的新生命(兒子的靈),②不能叫人得着父神對兒女無條

件的愛,③不能叫人得着父神在凡事上對兒女的美意 

 2)因此,無法叫人與罪根(不認識神/不愛神/不跟從神)隔斷而能與神同行;反而,叫人得着更多的內疚而怕神,並且叫人犯

了更多的罪(怕神、僞善、驕傲、論斷) 

 3)凡不認識神的真理和聖靈的人心靈,都在邪靈的首領之下<弗2:1-3>;他們在不認識神的情況裏,越認真硏究倫理、哲

學、宗敎就越被邪靈欺騙,他們後面的光景更不好<太12:43-45> 

 4)唯有耶穌基督,將蒙愛神兒女的確據給信祂的人;並且神兒女們才能信耶穌基督,而能得着兒子的靈(聖靈),而能在神對

兒女永遠無限無條件的愛上面,得着神在他們凡事上的美意  

 5)唯有耶穌基督爲肢體,實際地代受審判、代受死而復活,叫肢體永遠從罪和死的律裏得釋放而能恢復生命聖靈的律; 

叫神兒女們能坦然無懼來到父神面前!(不是我們信神,神叫我們成爲神兒女,乃是因爲我們是神的兒女,所以我們才能信

神;不是我們行善,祂才愛我們,乃是因爲神愛我們,並且將祂的愛向我們大大顯明,所以我們能愛神,也能喜愛行善(跟從神) 

 6)唯有耶穌基督將真理(事實)啓示給我們,也將神如何住在我們生命裏的以馬內利奧秘向我們顯明,並且將聖靈賜給我

們,叫我們隨時能得着聖靈的幫助.   

 

4. 我如何才能享受主已所賜給我那完全的平安?  

 1)與基督同死同復活<羅6:1-11,加2:20,腓3:7-14>   

 2)認識聖靈(住在信基督的我心靈裏的聖靈),並多多認識真理<加3:1-5,約14:16-27> 

 3)不靠老我、條件、人，乃要靠聖靈(真理/基督),察驗、順從神的美意<加5:16-23> 

 

 

 

 



第十二課         如何解決人際關係的問題?  

 

* 讀經:<創3:11-16> / * 背經:<約壹4:7-8>"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

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爲神就是愛" 

 

1. 神愛我們,也叫我們彼此相愛<約壹4:7-8> 

 1)神愛我們,所以創造了萬物,照顧萬物,每天將新恩給我們 (萬物顯明祂對我們的愛) 

 2)神愛我們,所以按祂榮耀的形像造我們,與我們一同享受祂的愛,並要發揚祂的愛 

 3)神愛我們,所以造了我們的肢體(家人、隣居),叫我們彼此相愛,一同發展祂的愛 

 4)神對我們的一切美意(公義、聖潔),都在於"使我們享受祂的愛,並愛神愛人"<羅13:9> 

 

2. 人犯了罪, 與神關係破裂後, 一切的關係都破裂了 

 1)犯罪後,因爲心靈被控告,就不能看見神的愛,不能愛神, 却怕神=與神關係破裂  

 2)常常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也容易比較人、嫉妒人、論斷人=與人關係破裂  

 3)雖然愛親人,但都是自私、有限、短暫的愛,有時不但不能祝福人,甚至却害人 

 4)在自己所愛的和常在一起之人的關係上,出現更多的矛盾 

 

3. 在基督裏,我們能恢復更美好的關係 

 1)基督的血(十字架),滅了罪所帶來與神與人之間的寃仇,帶來永遠的和睦<弗2:13-18>  

 2)我們在基督裏重生,得了神兒女的新生命,與神恢復了永遠的父子關係<約1:12-13> 

 3)主基督將"蒙父神的愛,並愛父神,順從父神"的奧秘,都向我們顯明了<約17:22-26> 

 4)主基督將"愛肢體,愛萬民,連仇敵也愛"的敎導和榜樣,都賜給我們了<路6:27-49> 

 5)又敎導了我們"在不同人際關係(夫婦、父子、兄弟、上下)裏如何愛人"的道理<弗5:22-6:9> 

 

4. 如何在基督的愛裏,保持、發展我與神與人的關係?  

 1)以蒙愛兒女的眼光察驗父神在凡事上的美意,並要喜愛順從,而得着神的稱讚 

 2)常常要發現自己的軟弱和神的憐憫、饒恕、和潔淨   

 3)努力要保持與人和睦,並要謙卑溫柔地服事人,也要靠主的引導和幫助 

 4)常常看到神在別人身上的慈愛和憐憫,看重與我同在之人的生命  

 5)看到別人的軟弱時,憐憫、饒恕、包容,按聖靈感動勸勉、安慰、代禱 

 6)在人際關係上發生矛盾的時候,包容、代禱、等候就好(我恢復了愛,矛盾已得解決了) 

 7)以愛神、順從神爲中心發展人際關係,就能繼續會得着許多蒙神大愛的寶石生命 

 

 

 

 

 

 

 

 

 

 

 

 



第十三課               如何解決經濟的問題? 

 

* 讀經:<創3:17-19> / * 背經:<創3:17b>"你旣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爲你的緣故受咒

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1. 世上有三種的貧窮 

 1)有些人是活在實際的貧窮狀態裏:全世界人口70億中的七分之一10億人,活在飢餓和貧窮裏;每天25,000人因飢餓而死

(聯合國FAO的報告) 

 2)有些人是已擁有了過多的錢財,但還要得更多  

 3)有些人是雖然不缺乏,但常覺得貧窮,也怕不夠  

 

2. 貧窮是人犯罪之後所遇到的問題 

 1)神說,"地必爲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創3:17-19>  

 2)其實,神仍然每天照顧萬物,供應植物、動物、人所需要的  

 3)人失去了信心而不能看見神的供應,因此常常怕不夠  

 4)人失去了自己生命的目標,因此常常活在"浪費、貪心、比較、爭奪"裏 

 5)有些人是被捆在懶惰、妄想、好酒、愛宴樂等的屬靈問題,而不作工<箴6:9-11> 

 6)因人、家族、地區、民族、時代的罪,整個自然界也都受到咒詛  

 

3. 在基督裏,我們不但能解決貧窮,更能享受豐盛的生命 

 1)主基督爲我們代受咒詛、代死而復活,救贖了我們,解決了罪會帶來一切的問題<加3:13>  

 2)在基督裏,神生了我們爲兒女,叫我們與基督同作後嗣,得享神一切的豐富<羅8:15-17> 

 3)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裡,使我們一切所需用的按時都充足<腓4:19,太6:25-34> 

 4)主基督,故意爲我們成了貧窮,叫我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爲富足<林后8:9> 

 5)在基督裏,我們得着智慧,成爲好管家, 將財物用在榮神益人建天國的事上<路16:1-13> 

 

4. 蒙受經濟祝福的秘訣 

 1)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爲要榮神益人慇懃、誠實作工<太6:31-33,帖後3:10-12> 

 2)知足,感恩,享受<提前6:6-10, 腓4:11-12>  

 3)按神的敎導成爲好管家:十分之一、奉獻、施捨救濟<瑪3:8-12,太23:23,林后9:1-15> 

 4)特別用在傳福音、宣敎上(拯救靈魂、培養門徒)<腓4:15-19> 

 

 

 

 

 

 

 

 

 

 

 

 

 

 

 



第十四課               如何解決疾病的問題? 

 

* 讀經:<創3:19> / * 背經:<創3:19>"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爲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

土" 

 

1. 人人都因疾病而受痛苦 

 1)人人都怕自己或自己所愛的人得病  

 2)很多人是正在得了各種不同的疾病而受苦,並且每天很多人不能得醫而死 

 3)雖然很多人硏究病因和醫藥,但醫藥越發達,不能得醫的疾病越多出現  

 4)有的人是雖然肉身得醫治了,但很快又衰老又得病而死 

 

2.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疾病和死亡?  

 1)疾病和死亡,是人的罪所帶來的咒詛;無一人能避免罪.病.和死<創3:19>  

 2)對神的兒女們而言,疾病是一種"蒙神呼召、蒙神管敎、蒙神重用"的途徑<約9:3>  

 3)對神的兒女們而言,死亡是完成地上的日子,回去天家、蒙得永業和安息的事<詩116:15> 

 4)神按自己的旨意和時間表,細密的照顧每一個人的身體(保護健康或醫治/醫藥也是神保護或醫治人的一種方法);沒有

一個疾病和死亡是不在神的許可之下會發生的<太6:27,10:30> 

 5)健康和長壽也是神所賜的福份;蒙恩的神兒女們會享受神所賜的健康和長壽<詩91篇> 

 6)蒙神重用的兒女身上若有一根刺(痼疾),那是一個他得能力的通道<林后12:7-10> 

 

3. 在基督裏,我們的疾病真能完全得醫治麼?  

 1)遇見主耶穌的同時,身體疾病的意義變爲"神兒女爲要蒙恩而得的病"<羅8:28> 

 2)很多人是在悔改(轉向神=願意察驗、順從神的美意)的時候,疾病得醫治<詩32篇> 

 3)有些人是在繼續學習神的美意而跟從主的過程裏,不知何時得醫治地得醫治<瑪4:2> 

 4)有些人是雖然沒有完全得醫治,但疾病却成爲他們靈魂和事奉蒙恩的動力<林后12:7-10> 

 5)真遇見了主並與主同行的人,是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主所賜最完美的恩惠<羅8:31-39> 

 

4. 保持健康身體的原理 

 1)深信:我的一根頭髮、一顆細胞,主都正在最細密、完全地照顧<太6:27,10:30> 

 2)每天,保持聖靈充滿和聖潔的生活, 爲要榮神益人慇懃地作主所托付的事<弗5:15-21> 

 3)特別, 在喫喝、作工、運動、睡眠上,受聖靈平衡的引導<加5:16> 

 4)得病的時候,必要檢査有否聖靈所提醒的罪,並要認罪、悔改而跟從主<雅5:14-15> 

 

 

 

 

 

 

 

 

 

 

 

 

 



第十五課         一切問題的來源"撒但"  

 

* 讀經:<創3:1-6,15> / * 背經: <創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爲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爲仇.女人的後裔要傷

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脚跟" 

 

1. 要認識撒但和牠的作爲,必要透過聖經(神的話) 

   <啓12:1-12,20:1-15,賽14:12-17,結28;11-19,創3:1-15,弗2:1-3,弗6:12,16> 

 1)牠是墮落的天使長,帥領三分之一的天使(魔鬼、邪靈)敵擋神了  

 2)牠已受到審判,雖然暫時在神所許可的空間和時間裏敵擋神,但是將來牠和凡跟從牠的魔鬼和人群都要被扔在火湖裏

受永遠的痛苦 

 3)牠敵擋神的方法,就是欺騙、試探、控告人,叫人跌倒,叫人違背神;牠欺騙人的方法,就是變改神的話(真理),叫人不認

識神的公義和慈愛而違背神  

 4)凡不信基督福音之人的心靈,都在牠(空中掌權者)的首領之下,都在敵擋神的狀態 

 5)牠攻擊的對象,就是神的兒女們;但神在牠的作爲裏,却拯救、成聖、精鍊、重用兒女們  

 

2. 要認識撒但和牠的作爲,必要透過世界和歷史的實況 

 1)世人都被撒但弄瞎心眼,都不認識神,不認識自己的來源和歸屬,也不爲榮耀神而活 

 2)製造各種宗敎和偶像,拜假神(鬼),硏究、信從、傳揚假道,世世代代迷惑萬民 

 3)建立了以人爲中心的人本世界,都只爲肉體、世界、人義、人情而奔跑  

 4)人心越來越敗壞,整個世界充滿了說謊、偸竊、姦淫、殺害、不孝等的罪 

 5)整個世界的君王、臣宰、萬民一同起來,敵擋真神和受膏者基督耶穌(聖民)<詩2篇> 

 

3. 要認識撒但和牠的作爲,必要透過我們心靈的光景<創3:1-6,太4:1-11> 

 1)弄瞎人的心眼,使人不能看見神的同在和作爲<林后4:4>  

 2)用肉體和世界引誘人,使人不能愛神、察驗神、順從神、依靠神<創3:1-6,太4:3-9>  

 3)裝作光明的天使,用倫理、道德、宗敎欺騙人,使人不認識基督福音<林后11:14> 

 4)晝夜控告神的兒女們,使他們不能坦然無懼來到神施恩寶座前<啓12:10> 

 5)惹起神的兒女們不能彼此相愛、饒恕、包容,而常落於比較、批評、論斷、分裂的狀態  

 

4.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來,是爲要除滅魔鬼撒但的作爲<約壹3:8> 

 1)當我明白基督福音,悔改,而受聖靈(重生)的時候,撒但在我身上的權勢完全被打破了 

 2)當我發現神在兒女條件和經歷裏的大愛的時候,我能打破撒但的控告而親近神 

 3)當我堅定生命目標(榮神益人/四大福音化)的時候,我能打破撒但的迷惑而能得神的引導 

 4)當我多多明白神在凡事裏的美意並要順從的時候,我能敵擋撒但的詭計而能凡事上蒙恩 

 5)每當我奉主耶穌基督之名(靠聖靈)趕鬼的時候,神的國降臨在我生命和所在的地方 

 

 

 

 

 

 

 

 

 



第十六課           一切問題的解決者"耶穌基督" 

 

* 讀經:<創3:15,21,太16:13-19> / * 背經:<約10:10>"盜賊來,無非要偸竊,殺害,毁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1. 我們再一次確認:人的根本問題,就是離開神 (如下三個問題原爲一, 彼此有關係) 

 1)生來就是肉體:沒有真理和聖靈,因此不認識神,不能與神交通、同行  

 2)原罪和自犯罪:因爲不認識神,所以無法順從神的旨意(愛神愛人→十誡→律法)  

 3)撒但的捆綁:人在肉體和罪中,無法脫離撒但的權勢/邪靈的欺騙、試探、控告 

 

2. 耶穌,就是解決人根本問題的基督(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 

 ** 基督(希臘文)=彌賽亞(希伯來文)=受膏者/耶穌是人名,基督是職份/神民以色列有三個職份先知、祭司、君王是受膏的/這三個職份,在耶穌基督身

上都有,三個份職成了一體;雖然我們分開而說明,但這三個職份是彼此有密切的關係 

 

 1)大先知耶穌:①道成肉身(人的樣子)來到我們中間,將"神如何用道和靈與我們同在"的奧秘向我們揭開了;②敎導了神

在凡事上的美意(真理/福音);③給我們留下最美好的榜樣(愛神愛人/完全順從父神/服事人);④揭開了天國的奧秘,預言了

將要發生的事   

 

 2)大祭司耶穌:①代替我們,受了審判、刑罰、死而復活而成全了神的義;②顯明了神永遠無限的大愛;③給我們神兒女

新造的生命;④我們與神之間的中保,現在爲我們代求 

 

 3)大君王耶穌:①打破了撒但的權勢和詭計;②得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③命令天使天軍作工;④完整的保護、引導我

們,與我們一同作王;⑤審判萬民 

 

3. 因此,我們透過基督耶穌能遇見神、與神交通、同行 

 1)信基督耶穌的意思,是指:與基督同死同復活,成了基督的身體,活出基督  

 2)當我們的心靈明白而信基督三職內容時,聖靈而重生,這就是指遇見(認識)神  

 3)從我們在心靈裏確認了聖靈的時候開始,我們就能與神交通、同行 

 4)聖靈叫我們心靈愛慕靈奶;我們越明白神的美意,我們就越淸楚認識聖靈 

 5)在聖靈的引導之下,與神交通、同行越久,我們就越淸楚認識神在我生命裏的作爲 

 

4. 旣然神與我同在,引導、供應、成全我,我就不會有問題 

 1)我會看到:我的靈魂越來越淸楚認識神,也能享受天上各樣屬靈的福份   

 2)心靈平安、喜樂,我的身體也安然居住,也能活出基督榮美的形像  

 3)生活得着聖靈的引導,恢復聖潔和自由,有規矩和系統,能發出能力和功效 

 4)每天會看到我所需用的一切,神都豐富供應,使我夠用 

 5)天天蒙受神的大愛大恩,因此我也會愛人、憐憫、祝福人,人際關係也蒙恩 

 6)在所遇的苦難中,會看到主所賜加倍的恩愛、精鍊和見證,都成爲許多肢體的祝福 

 

 

 

 

 

 



第十七課          我已得了重生的新生命麼?   

 

* 讀經:<約壹5:1-18> / * 背經:<約壹5:12>"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1. 正確認識重生,並得着重生確據,是非常重要的<13>! 因爲這樣才能:  

 1)正確認識已進我生命的三位一體神,並且能正確確認神的同在,而能與祂交通<8>  

 2)正確認識我已重生的生命,而能發現神在凡事上的恩愛,能愛神而能勝過世界<4-5>  

 3)正確認識神已賜給我天上、地上、永遠的福份,叫我重生的生命健康成長<13-15> 

 4)正確認識神爲我所安排我周圍的生命,而能愛他們,並能有根有基地爲他們代禱,也能享受禱告中蒙應允<16-18> 

 

2. 重生,是遇見神的,是在基督裏得了基督的生命和聖靈的 

 1)當我聽明白而信基督福音的時候,我得了新的心靈和眼光  

 2)<第8節>說,"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水是指:真理光照我的時候,我知道我要悔改

(洗淨).血是指:基督的代贖和我要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聖靈是指:當我的心信福音的時候,我心靈得了聖靈而重生 

 3)叫我重生的真理和聖靈,永遠會保護我、引導我、成全我!若我在我心靈裏確認,就會發現;若我親近神,神就親近我;若

我呼求神,神就應允我  

 

3. 重生的生命會有如何的變化?  

 1)與世界分別爲聖!藉着真理和聖靈,已明白了世界的本面目;因此雖然有時仍有受試探甚至跌倒,但無法愛世界到底;會

有聖靈的保護和指責   

 2)愛慕靈奶,想多認識神和神在凡事裏的美意,並追求永遠天國的事   

 3)喜愛與神交通,喜愛"察驗, 順從,依靠,交托神"的生活方式 

 4)生命內外越來越恢復基督榮美的形像,周圍的人都知道我生命的變化 

 

4. 神說:重生的生命已得了何等恩典,將來會如何?<弗1-3章>   

 1)神親自生了我,已成了神永遠的兒女,已屬於永遠的神家,重新得了新的關係 

 2)我生命的條件、人際關係、過去的經歷,在神的愛裏得了蒙愛蒙恩的意義  

 3)神爲我預備了天上、地上、永遠的福份,透過禱告我能豐富地享受 

 4 我的生命將必成爲我的家族、敎會、整個世界的祝福 

 

5. 怎樣叫我重生的生命迅速成長而榮神益人?  

 1)要認識神如何住在我裏面,如何感動我,引導我,恩膏我,使用我 

 2)要發現神在我生命條件裏的愛和恩典,喜愛學習、察驗、順從神的美意 

 3)要得着基督生命思想系統=建殿<約2:19,6:48-58>=恢復神兒女的身份,堅定生命目標(享受以馬內利,榮神益人建國),明

白神在凡事上的美意,要以察驗、順從、依靠神爲中心生活  

 4)要得着基督生活運作系統=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生活(祭壇=主日.每日開始/肢體=聚會、學習、見證、彼此代

禱、聯絡網/事奉=各盡其職,連絡合式,發展基督身體) 

 5)努力維持以馬內利主一切的恩典,也務要傳福音、見證主、餵養神所安排的生命 

 

 

 

 

 

 

 



 第十八課            認識住在我裏面的聖靈   

 

* 讀經:<約7:38-39,14:16-27> / * 背經:<約14:26>"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敎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1. 我們要恢復的聖靈,是24小時、凡事上引領我們的聖靈<帖前5:19> 

 1)聖靈是三位一體神中的一位,祂是創造萬物,也24小時正在管理萬物的神 

 2)聖靈默示了聖經在凡事裏的敎導,並且現在仍然凡事上用真理來指敎聖民 

 3)聖靈的默示特集中於使人得救的福音真理,現在祂的工作仍然最關注福音真理 

 4)聖靈的工作本身就是超時空的神蹟異能! 蒙恩聖民是在24小時都能享受聖靈的神蹟異能 

 5)通常,異敎的巫士、術士、博士多追求異常的神蹟異能 

 6)無一人能徹底認識聖靈,但生命越健康地成長,就越會恢復正常、日常、時常的聖靈 

 

2. 在我生命裏,確認已得"聖靈洗"的證據  

 1)聽見基督福音,而扎心、悔改、要得基督生命,這就是聖靈的洗<徒2:37-38> 

 2)我明白了基督福音的精義<弗2:1-10>:①過去我是死在過犯罪惡中,隨從世界,順服邪靈,放縱肉體的私慾;②基督爲我代

受刑罰、死而復活,要給我神兒女的新生命;③主爲我所預備榮耀、尊貴、蒙愛、蒙福的永遠日子 

 3)扎心而悔改(轉向神):①渴望脫離罪惡、肉體、撒但、世界奴僕的狀態,而要得新生命新生活;②渴望與基督同死同復

活而得着基督的生命;③渴望察驗神,順從神,依靠神的新生活 

 4)得了聖靈的印記:看到我的心靈有變化了,已重生了!不能再愛世界,而追求永遠神的國和神的義,我知道這就是所聽見

的真理和聖靈的作爲<弗1:13-14,林前12:3> 

 

3. 在我心靈裏,我能發現聖靈的作爲<林前3:16,羅8:26,加5:16-23> 

 1)聖靈叫我心靈飢渴慕義,喜愛學習聖經、與神交通、見證主  

 2)已明白而信的真理影響我的判斷和決定;每當我察驗神旨意的時候,聖靈叫我想起 

 3)當我在禱告的時候,使我發現聖靈的同在、光照、洗淨、恩膏、趕鬼、禱告蒙應允 

 4)聖靈賜給我仁愛、喜樂、和平、忍耐、恩賜、良善...等的心,叫我明白祂給我的感動 

 5)當我確信心裏的感動是聖靈所指敎的時候,我發現奇妙的權柄能力在我心靈裏運行 

 6)當我全然恢復愛神、信靠神的時候,聖靈就充滿我,使我得着充滿的恩賜和能力 

 7)當我遇到有些人或事的時候,聖靈特別感動我,恩膏我,差我,叫我祝福人或事 

 

4. 聖靈喜愛我多多認識祂,依靠祂,見證祂  

 1)每當呼求祂,親近祂,認定祂的時候,祂就歡喜向我顯明,與我交通,也叫我心靈喜樂  

 2)當我察錯祂的意思的時候,祂必藉着各種通道指正我,叫我更正確認識祂的旨意 

 3)與祂交通越久,祂叫我越淸楚認識祂   

 4)認識祂越淸楚,我享受祂神蹟異能的作爲越成爲正常、日常、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