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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导论：因信称义之後

◆播放音频
信仰指导生活；生活实残信仰。

一、前题一信耶穌

A.“信”的定义
1. 是相信耶穌基督从死里复活，以他为主及救主。（罗10:9）
2. 是将自己的罪交给耶穌；他代替我们死，承担了罪的刑罚，叫我们

罪得救免。（林前15:3）
3. 是生命不断被复活的耶穌所更新和改变。（林前15:4）
B. 称义
“称义”是神宣告本是罪人的人为义（罗6:23）。世人都犯了罪，本来都

得承受罪的後果；但罪人因著信耶穌，罪得救免，被神宣告为无罪。（罗3：
22-26）

罪人得以“称义”，不是因为本质上无罪，乃是因耶穌基督的救赎满足
了神公义的要求。（罗5:9）

C. 成圣
成圣是基督徒在生命上发生的应有改变。基督徒不仅有新的生命，更

有抗拒罪恶的能力。成圣之路，是效法基督的过程。

二、基督徒的生活（罗7:1-25）
律法原是好的。可惜罪人无法靠自己遵行律法。结果，律法变成了定罪
者。感谢神，基督替罪人死了，叫律法不能再定人的罪。基督徒因著耶穌
基督，不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另一方面，基督徒能靠基督结出新生命的
果子。（腓1:11）

当然，成为基督徒以後，仍然会被私欲和罪恶试探。基督徒得胜的秘
诀，就是因信称义。“感谢神！靠著我们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脱离了。”（罗
7:25）

越体会因信称义的恩典，就越有力量行在神的旨意中。这是基督徒信
仰与生活的关系。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1.mp3


第二课 灵修生活基本功

◆播放音频

一、祷告

A. 祷告的定义
祷告不是
1. 做给人看以示敬虔（路18:11-12）
2. 自说自话
3. 演讲
祷告是
1. 与主相交
2. 基督徒的权利（来10:19-20;约14:13-14，15:16）
3. 基督徒的记号
B. 祷告的内容
1. 赞美
按神的属性把荣耀归给他。是敬拜，也是基督徒的本分。
2. 感恩
为神所赐的恩典献上感谢（诗103:2-4）。感恩是祭，要经常献上（诗

116:17）感恩的心叫人不易忘恩。
3. 认罪
信主後仍会偶尔被过犯所胜，须借祷告向神认罪。神应许救免和洗净

凡真诚认罪的人（约壹1:9）蒙主救罪後，当求抗拒罪恶的能力（诗51:10），
从此不再犯该罪。（约8:11）

4. 祈求
神爱他的儿女，乐意把一切最美好的赐下（路11:11-13）。不去祈求，是

因为没正确认识主（雅4:2）基督徒有挂虑、困难时更应祈求（腓4:6-7）并应
多为他人代求（雅5:16; 提前2:1-3; 帖後3:1; 腓1:9-11; 弗6:19-20; 雅5:14-
16）

建议使用祈祷本子，记下祈求的日期、内容、蒙应允的时间和方式。勿
忘大祭司耶穌恒常为我们代求。（来7:25）

C. 祷告的正确态度
1. 奉主的名：一般是向父神祷告，靠主耶穌得以进到父神面前，并透

过圣灵的引导祷告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2.mp3


2. 像小孩子般单纯，向神倾心吐意
3. 明白神的主权，切勿妄求（雅4:3）及按著私欲求（太20:20-23）
D. 建立祷告习惯
1. 天天祷告，最好有固定时间。
2. 隨时隨地按感动及圣灵的引导祷告
3. 用祈祷册子记下代祷事项和结果
4. 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与肢体同心祷告
5. 带领公祷时注意
a. 有好的预备
b. 精简、诚恳，切忌重复（太6:7）
c. 认清对象是神
d. 别人领祷时，要同心，要专注

二、读经祷告

A. 读经的重要性
圣经是神的话（来1:5-13; 太1:22, 2:15），是神的默示（提后3:16），具有

属天的权威，能建立人的生命（提后3:15、17;弗2:10）
B. 读经的正确态度
1. 谦卑、受教、顺服
2. 既听道，又行道（太7:24-27）
3. 培养属灵胃口
C. 一些建议
1. 持之以恒
2. 借助读经辅助资料
3. 借助释经参考书
4. 收听良院课程
5. 与肢体一起参与，互相鼓励
6. 参加教会查经班
7. 多读属灵书籍



第三课 属灵操练

◆播放音频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

应许。”（提前4:8）

一、操练敬虔的代价

学习有纪律的生活
1. 纪律包括外在的、内在的；身体的、心灵的；个人的、群体性的
2. 纪律意味著长久的、专业的训练
3.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9:24-27）
4. 操练敬虔，凡事有益（提前4:7-8）

二、内在灵命的操练

A. 默想
1. 心思集中在基督身上
2. 被基督的道充满
3. 渴慕自己完全属於主
4. 默想的目的
a. 借著神的话，与神进入更亲密的关系中（太4:4）
b.  行事为人都有神的话引导。
B.  祷告
1.  恒切不断地在内心祷告（帖前5:16-18）
2.  保持内心常常与主相近。
3.  与神同行
C.  禁食
1.  禁食的目的
a.  为属灵的事情（参但10:3; 斯4:16; 徒9:9）
b.  个人与神的关系（参路18:12; 太6:16）
2. 禁食的效果
a.  属灵眼光清晰起来；
b.  祷告更有能力；
c.  寻求引导更清楚；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3.mp3


d.  支取力量面对困难。
3.  禁食的形式
a.  感到有需要即可；
b. 注意身体状况一天是适合的；
c.  安静而不受打扰的地点。
D. 灵程日记
1. 记录自己在神面前的心路历程。
2. 借著反省，理清思想，省察与主的关系。
3. 操练纪律。
4. 记录灵修过程中的收获。
5. 认清自己的不足和缺乏。

三、外在灵命的操练

A. 顺服主
1. 顺服的对象：神。
2. 顺服的典范：耶穌基督（腓2:8）。
3. 顺服的基础：神的话语。
4. 顺服的范围：生活中方方面面各方面。
B. 清心（太5:8）
1. 认定神的主权。
2. 保持单纯的心境。
3.  敬畏神，渴慕神。
4.  简朴生活的实残。
C. 怜悯别人（路10:36-37）
1.  学习怜悯及聆听。
2.  学习关爱及尊重。



第四课 活在圣灵的引导下

◆播放音频

一、圣灵的工作

1.  与人永远同在（约14:16）
2. 叫人知罪（约16:8）
3. 叫人认你基督的救赎（约16:14）
4. 指教人属灵的事（约14:26）
5. 见证基督（约15:26）

二、圣灵的引导（罗8:14、16）
A. 圣灵对基督徒的引导

1. 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约16:13）
2. 引导人祷告（罗8:26）
3. 引导人成圣（帖前5:23-24）
4. 引导人事奉主（徒1:8），见证主（太10:20）
B. 如何确定圣灵的引导？
1. 有信心，相信圣灵的内住
2. 安静，才听到圣灵的微声
3. 顺服，遵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

三、不要使圣灵扭忧（弗4:30）
罪使圣灵担忧。特别留意以下的罪恶：

1. 虚假和谎言（约8:M）
2. 苦毒和忿怒（弗4:31）
3. 偷窃和贪婪（林前10:24）
4. 勒不住舌头（弗4:29）

四、顺从圣灵而非顺从肉体

A. 属肉体（罗7:5，8:8-9）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4.mp3


1. 属乎肉体，就是卖给罪（罗7:1-4）
2. 肉体里头罪和死的律叫人犯罪，想作的好无力去作，不想作的恶却

去作了（罗7:17，8:2、9）
3. 时常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林前3:1）
B. 属圣灵
1. 圣灵从律法中释放了我们（加5:18）
2. 基督徒不在律法以下，靠圣灵行事（加5: 25）
3. 得著圣灵的印记，就不该仍靠肉体（加3:3）因为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罗7:18）
4. 圣灵能救人脱离罪和死的律（罗8:2）
5. 基督徒要每天隨从圣灵引导，靠圣灵行事（腓2:13）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

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8:26）



第五课 成圣须用工夫

◆播放音频
“成圣”是一个事实；在称义的同时，成圣经已开始。（帖前2:13）

一、成圣的定义

1. 是经历（罗6:1-11）
基督徒经历与主同死同活，脱离罪的权势。这是已发生的“成圣”
2. 是基督徒的方向和盼望
基督徒的盼望是主再来时，身体复活，与主的形象相似（约壹3:2），这

是成圣之路的终点

二、成圣之旅

1. 在成圣的路途上，基督徒面对情念和圣灵相争的挣扎。（加5:17）
2. 基督徒虽不再在罪的权势之下（罗6:19-20），但仍会面对罪的试探

和引诱。
3. 基督徒若愿意顺服圣灵行事，就能胜过情欲（加5:16）
4. 成圣=成为圣洁=效法基督（彼前1:16; 约壹1:8-9，2:13:3; 林后3:18）

三、成圣须用工夫

人的成圣完全是神的工作（帖前5:23）和圣灵的工作（罗8:13;加5:16-25）
但基督徒也有自己当尽的本分（腓2:12-13）。

A. 对付罪恶

对付罪恶，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西3:5; 另参提后2:22）和弃绝一切的
恶（西3:8）

主耶穌的榜样（太4:1-11）:
1. 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却坚持不犯罪，故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来4:15）
2. 他靠圣灵胜过试探（太4:1）
3. 他纯熟运用圣经（太4:4、7、10）
B. 塑造品格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5.mp3


1. 顺服圣灵（加5:16、22-23）
2. 效法基督（约13:12-17; 彼前2:21-23）
3. 肢体生活（提后2:22）
4. 常常反省、灵修（雅4:8; 罗12:2）
5. 多结果子（腓1:9-11）
6. 校正目标（太6:24）



第六课 过圣洁的生活

◆播放音频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

记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前1:13-16）

一、耶稣的圣洁榜样

1.  他不跟人划清界线。
2.  他愿与罪人交往。
3.  他不为死守礼仅而忽略人的需要。
4.  他时刻体会天父的同在，明白天父的旨意，又遵行天父的旨意

二、圣洁的特质

1.  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帖前5:23; 彼前1:15）
2.  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弗1:4; 罗8:29; 帖前4:3; 来12:14）
3.  从神而来（申14:1-21）
4.  是分别出来（结38:23;  赛8:13; 彼前3:14-15）

三、追求圣洁

1.  从旧约圣经看追求圣洁
a.  人按神的形象被造（创1:26-27，9:6），原反映神的圣洁
b.  活出圣洁代表承认神的主权（利11: 45）
c.  神就是圣洁（赛6:5）
2.  从新约圣经看追求圣洁
a.  效法基督的心（林前2:16）
b.  靠圣灵过圣洁生活（帖后2:13）

四、三一神使信徒成圣

1. 圣父：赐下独生爱子耶稣
2. 圣子：成为我们的圣洁，又给我们圣灵
3. 圣灵：显明神的儿子，又预备我们成为圣洁（弗4:30; 帖前5:19）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6.mp3


第七课 认罪悔改

◆播放音频

一、认罪悔改的必要

1.  成圣路上需要追求长进（彼后3:18; 弗4:15; 帖后1:3; 林后7:9-11）
2.  过圣洁生活，认罪悔改是不可少的操练（启3:19）
3.  神的管教是出於爱（来12:5-11）

二、悔改的定义

1.  希伯来文：改道、回转之意
2.  希腊文：改变心思意念，改变行事为人方式
3.  完全改变个人错误的思想、态度、观点、方向和行为习惯，使生命

脱离错误的模式、方向，转向正确的方向
4.  信心的果子

三、悔改的要素

1.  承认自己的过错（雅1:22、26; 约壹1:8; 约16:8）
2.  痛悔的心（诗51:1-4、15-17; 赛57:15）
3.  恳求神救免（诗51:7-12; 路11:4）
4.  弃绝罪，避免重蹈覆辙（太3:8）
5.  想办法补偿别人的损失（出22:1; 利6:4; 民5:7; 路19:8）

四、持续的悔改

1.  不断对付自己的软弱，是持续的操练
2.  基督要求教会和信徒就具体的罪悔改（启2:4、14、20，3:1、15、17）
3.  —些建议
a.  用一个本子记下因自己犯罪带给别人的亏损，求主救免
b.  记下脑海出现不洁的思想，求主救免
c.  与肢体建立互相守望的关系（雅5:16）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7.mp3


第八课 献为活祭

◆播放音频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

一、活祭的性质（罗12章）

1.  活的祭：完全顺服、信靠的生命
2.  圣洁、神所喜悦的祭
3.  理所当然献上的祭
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基於与神的关系（出19:4-5; 利17:8-9）

二、献上活祭的实践

1.  尽心尽性爱主（太10:32-33、37-38; 路14:26-27、33，18:22）
2.  见证主（约13:35）
3.  从世人中分别出来（林后6:17-18）
4.  为主撇下一切（腓3:8; 路14:33; 提后2:21）
5.  靠主恩典（林后9:8; 帖后1:11-12; 林前15:10; 加2:20; 腓2:13）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08.mp3


第九课 重整价值观

◆播放音频

一、世俗化的挑战

1. 与世俗为友（雅4:3-4）
2. 沉迷世俗化的虚谈（提后2:16-17）
3. 讨世界的喜悦（约15:18-19）
4. 在世界自以为有智慧（林前3:18-20）要避免世俗化，需要心意更新，

重整固有的价值观，让主的道引导生活的方向（约壹2:15-17）

二、基督徒的优先次序

1. 不要爱世界（约壹2:15）
2. 作世上的盐和光（太5:13-16）
3. 思念上面的事（西3:2）

三、品格与价值观的关系

1. 让神的遒塑造我们的价值观（诗119）
2. 培养正直的品格（诗1:1）
3. 效法基督的品格（腓2:5）
4. 结出圣灵的果子（加5:22-23）
5. 连系於基督（约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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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塑造品格和气质

◆播放音频

一、从成长经历看品格塑造

1. 属灵经历的重温（徒9:3-4，22:6，26:13）有助深化信仰
2. 诠释过去的经历，从中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参约9章）
3. 亲身经历的重要性（徒22:10; 赛6:8）
4. 明白神的心意（创50:20）
5. 人生的延续性（诗22:10;耶1:5）

二、从圣灵工作看气质塑造

1. 圣灵是保惠师（约14:16、26，15:26）
2. 圣灵帮助信徒结出果子（加5:22-23）
3. 圣灵把不同的恩赐分别信徒（林前12:11），又以爱塑造信徒的品格

和气质（林前12:31）。
a. 爱是恒久忍耐（林前13:4）
b. 爱有恩慈（林前13:4）
c. 爱产生忍耐（参雅5:7）
d.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林前13：5）
e. 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林前13:5）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0.mp3


第十一课 跟随基督、效法基督

◆播放音频

一、跟随基督的必要

1. 信徒得著白白的救恩，生命属於基督，跟隨基督乃是理所当然的（弗
2:8-9）

2. 主耶穌不仅召人信他得永生，也召人跟隨他作他的门徒（参可1:16;
路5:10）

3. 大使命：使万民作基督门徒（参太28:19-20）

二、跟随基督的要素

1. 有主的呼召（可1:16-17; 约1:43; 太8:22）
2. 舍己（路5:11、27-28）
3.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路14:26-27）
4. 效法基督（参林后3:17_18）

三、不效法世界（罗12:2）
1. 世界拒绝耶穌和圣灵（约14:17）

2. 耶穌和他的门徒不属於这个世界，被世界所恨恶（约17:14-16）
3. 世界把耶穌钉在十字架上（林前2:6-8）
4. 世界与神敌对（约壹2:16; 雅4:4）
5. 世界要人以自己为中心（参约5:44）
6. 世界使人为世上的事忧虑（太6:32-33）

四、效法基督

1. 耶穌亲自呼召我们效法他（约13:15; 参罗8:29）
2. 要明白神对我们的期望（参太22:29; 路24:16）
3. 要敏感於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参林前2:12_13; 弗1:17-18）
4. 靠基督和圣灵的帮助（参约14:23; 林后13:3）
5. 以上面的事为念（西3:2）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1.mp3


第十二课 明白神的旨意

◆播放音频

一、神旨意的“证明”？
1. 神的旨意都记载在圣经里（提后3:16; 罗2:18）

2. 牧者或属灵长辈的认同
3. 心中有平安
4. 环境上配合
以上的要素都有其重要性，但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认定符合了以上

四项要素，就必定是神的旨意；反之亦然

二、圣经中关於神旨意的教导

1. 要明白神的旨意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罗2:18）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罗12:2）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5:17）
2. 要遵行神的旨意
“......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弗6:6）“......叫你们遵行

他的旨意；又借著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来13:21）
3. 神具体的旨意
a.  成为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帖前4:3）
b.  常存感恩：“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

意。”（帖前5:18）
c.  行善：“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彼前2:15）
d. 传福音：“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

日我要叫他复活。”（约6:40）
e.  扶助肢体：“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

个。”（太18:14）

三、主耶稣的榜样一全然顺服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2.mp3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
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



第十三课 学习忍耐

◆播放音频

一、希伯来书论忍耐

希伯来书的读者，当时正受犹太教徒的压力；他们当中有人挣扎：是否应
放弃基督教信仰，回归犹太教，免受逼迫。作者劝这群信徒要仰望主耶
稣，存心忍耐，往前直奔。（参来12:1-3）

1. 奔跑前头的路程
作者以赛跑为喻（参林前9:24-27; 加5:7; 腓2:16; 提后4:7），指出坚忍跑

到终点，是得荣耀的惟一途径。
2. 专一仰望耶稣
不看别的，只定睛在耶稣身上（来12:4）
a. 他忍受罪人的顶撞（来12:3）
b. 他因著所受的苦难学会顺从（来5:8）
c. 他受过试探，却坚持不犯罪（来4:15）
d. 他受过许多苦（来2:18）
主耶稣是信徒的典范和榜样，也是信徒力量的源头（参来2:18，4:16，

12:2）

二、盼望与忍耐

1. 耶稣基督自己是信徒的盼望（提前1:1; 西1:27）
2. 耶稣基督赐人盼望（彼前1:3）
3. 盼望生忍耐（帖前1:3; 参罗5:4）
4. 信心生忍耐（雅1:2-4; 参约壹3:2-3）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3.mp3


第十四课 信心的功课

◆播放音频

一、信心是甚麼？

1.  信心的基础是神
2.  信心的基础是神的作为
3.  信心的基础是神的启示

二、信心生活

1.  靠神的恩典过信心生活（参罗7:18，8:2、13; 来11:33）
2.  按心灵的新样式过信心生活（罗7:6）
3.  信靠神的儿子过信心生活（加2:20）

三、坚定信心

1.  确信神的话（罗4:3）
2.  仰望神的应许（罗4:20-21）
3.  有与信心相应的行为（约壹3:18-19; 雅2:22）
4.  确信圣灵的保证（约壹3:24）

四、全然交托

1.  保罗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主能保全他所交付他的（提后1:12）
2.  有信心交托一切，必得神的喜悦（来11:6; 参罗14:23）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4.mp3


第十五课 圣礼的意义

◆播放音频

一、水礼

1.  初代教会的情况（徒2:37- 39）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时信主的人都隨即接受洗礼，包括：
a.  当天听道的三千人（徒2:41）
b.  埃提阿伯的太监（徒8:35-38）
c.  哥尼流和他的亲友（徒10:47-48）
d.  禁卒和他的全家（徒16:30-34）
2.  水礼的意义
a.  跟隨基督，加入教会水礼是“使万人作主门徒”的工作之一。水礼的

意义包括
i.  表明自己是跟隨基督的人；
ii.  表明加入地方教会（徒2:41、47）
b.  与圣父、圣子、圣灵之立约
i.  新约的水礼延续旧约的割礼，是神与其子民立约的记号（罗4:11; 西

2:11）;
ii.  水礼表达与主联合的事实（罗6:3-5）
iii.  水礼与众信徒合一（加3:27-28; 另参林前12:13）
iv.  与三一真神联合（太28:19）

二、圣餐

1.  圣餐的意义
a.  记念主的受死（林前11:23-25）
b.  更新与主的立约（太26:28; 可14:24）
c.  与主、与人相交（林前10:16; 约6:51、56-57; 林前10:17）
d.  候主再来（林前11:26; 太26:29; 可14:25; 路22:18; 另参林前13:10）
2.  领受圣餐的态度和准备
a.  恒常记念主（徒2:41-42）
b.  凭信心领受
c.  要分辨是主的身体（林前11:27-32）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5.mp3


第十六课 主日敬拜

◆播放音频

一、教会的本质

1. 神的子民（弗1:4）
神从世界中把属他的人呼召出来，分别为圣。这群人有以下特质：
a.  经常聚集敬拜（徒2:42）
b.  有神的同在（林后6:16）
c.  候主再来。
2.  基督的身体
a.  —个身体，许多肢体（罗12:4-5）
b.  身体与头联合（加2:20）
c.  头与身体关系（西1:18，2:19; 弗4:15-16）
3.  圣灵的团契
a.  圣灵把恩赐分给各人（林前12:11）
b.  圣灵引导教会过圣洁生活；
c.  圣灵带领人进入真理（约16:13-14）

二、教会的功能

1.  敬拜神（罗15:8-16）
2.  建立信徒（弗4:12-16）
3.  向世界见证主（太28:18-20; 路24:28; 腓2:14-18）

三、主日崇拜

1.  主日的意义
a.  在旧约中，表明神使他的子民成为圣（出31:13-17; 结20:12）
b.  神赐福第七日（赛58:13-14; 另参赛56:4-7; 结20:20）
c.  神在第七日安息了（创2:3; 出31:17）
d.  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约20:1、19、26）
2.  在主日敬拜，是为了
a.  要我们圣洁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6.mp3


b.  与神亲近，与他同享安息
c.  完全属主，安息在主里面



第十七课 团契与事奉

◆播放音频

一、团契生活

1.  团契是一个实在的爱的群体
2.  群体中有主内肢体，让我们实践
a.  彼此相爱
b.  主内相交
c.   配搭服侍

二、为何要事奉？

1.  基督徒就是跟隨主的人，因此要事奉（参可1:17）
2.  主耶稣服侍的生命是榜样（约13:14-15）
3.  恩赐须在教会中发挥（林前12:4-11）
4.  为的是成全圣徒，建立教会（弗4:12）

三、生活中的事奉

基督徒的人生，是为主而活。在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应带著事奉的态
度：

1.  为著荣耀神（林前10:31）
2.  全人献上（罗12:1）

四、教会中的事奉

1.  发掘恩赐（参罗12:6-8; 林前12:8-10、28-30; 弗4:11-12）
2.  参与事奉。
3.  为教会守望代祷。
4.  金钱奉献（林后8:2-4, 9:7）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7.mp3


第十八课 领人归主

◆播放音频

一、为何要领人归主？

1.  大使命（可16:15; 太28:19-20; 另参林前9：16-17）
2.  主的应许—得人如得鱼（可1:17）
3.  福音是个好消息（约4:39-41）

二、领人归主的要旨

领人归主，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1.  陈述福音的内容
2.  分享见证

三、领人归主的准备

1.  平日有美好的见证（太5:13-16）
2.  对人关心，为人代祷
3.  倚靠圣灵

四、福音信息的核心

1.  世人都犯了罪（罗3:23）
a.  罪是不以神为神（罗1:21-22）
b.  罪的工价是死亡（罗6:23; 来9:27）
2.  神爱世人，为人预备救恩（约3:16）
a.  人不能自救，惟靠基督（约1:14; 腓2:5-6）
b.  基督拯救人脱离罪和死的结局（加3:13;罗5:7-8，6:23）
c.  基督所赐是白白的、重价的恩典（弗2:8-9）
3.  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a.  福音的核心（林前15:3-4）
b.  基督的死解决了罪的问题（赛53:5-6）
c.  基督的复活解决了生命的问题（弗2:5）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8.mp3


4. 人必须信靠耶稣（约1:12，3:16）
a.  承认自己是罪人；
b.  求神因耶稣的缘故，救免所犯的罪
c.  信靠并接受耶稣为救主及生命之主
d.  委身基督，一生跟隨他，作他的门徒



第十九课 家庭生活

◆播放音频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

一、圣经中的家庭

1.  1亚伯拉罕的家庭
2.  以撒的家庭
3.  雅各的家
4.  约瑟与父家

二、圣经在家庭方面的教导

1. 父母的责任
a. 爱护儿女（诗127:3; 西3:21; 弗6:4）
b. 真理教导（申6:7, 11:19; 箴22:6）
c. 责备管教（申21:18-19; 箴13:24, 22:15, 23:13-14, 29:15; 提前3:4; 来

12:6）
2. 儿女的责任
a. 尊重父母（箴15:20, 23:22; 出21:15、17:利20:9）
b. 顺从父母（西3:20; 弗6:1:箴15:5）
c. 孝敬父母（出20:12; 申5:16）
d. 供养父母（创47:12，45:11; 可7:11-12）
3. 兄弟姐妹之间
和睦同居，相亲相爱（诗133:1）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19.mp3


第二十课 婚姻生活

◆播放音频

一、单身或结婚？

1.神的设计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2:18）
2.保罗的教导
a.婚姻的难处：
因“现今的艰难”（林前7:26），不结婚可免去这苦难（林前7:28）
b.独身的好处：
独身更有自由事奉（林前7:8）
c.独身或结婚的考虑：
避免犯淫乱（林前7:9）
d.结论：
i.守素安常（林前7:26）
ii.各人领受不同（林前7:27）
iii.在任何景况都知足（腓4:11）

二、婚姻—二人成为一体

1.主耶稣的教导（太19:3-6）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19:4-6）
2.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弗5:31-32）
保养顾惜（弗5:29）

三、夫妻相处之道

1.丈夫
a.是头（领导）（弗5:23）
b.要爱妻子（弗5:25、28）
c.帮助妻子成长（参弗5:26-27）
2.妻子
a.顺服丈夫（弗5:22）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20.mp3


b.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前3:2、4）



第廿一课 工作观

◆播放音频

一、从创世记看工作

1. 堕落前亚当的工作
a. 修理看守伊甸园（创1:15）
b. 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活物（创1:28）
2. 堕落後
地长出荆棘蒺藜，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3:18-19）
3. 工作是神托付给人的责任
a. 堕落前後，人都有被分派工作：
b. 堕落後，工作变得劳苦艰辛：
c. 但工作本身并非一种恶罚。

二、从圣经看工作态度

1. 殷勤（箴10:4，22:29; 罗12:11; 另参帖后3:10-12）
2. 为主而作（弗6:6-7; 西3:22-24）

三、上司与下属的关系

1. 作为下属
a. 恭敬（提前6:1-2）
b. 顺服（多2:9; 弗6:5）
2. 作为上司
公平公正（西4:1），不可偏待人（弗6:5-9）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21.mp3


第廿二课 财富观

◆播放音频

一、富是祝福？贫是咒诅？

1. 财富是神的赐福（创24:35，26:12-13; 诗128：1-4）
2. 贫穷是神的咒诅（士2:15; 得1:21）
3. 然而......有恶人拥有许多财富（撒上25:2-3; 诗10:4-5，17:14，73:3-7）
4. 有义人贫病交迫（诗69:33, 72:13; 路6:20-26; 雅2:5; 另参罗8:35; 林

后4:8-9; 来11:35-37）

二、圣经如何看贫富

1. 万物（包括财富）皆从神而来（约1:3; 西1:16）
2. 主的供应是让人明白要靠他而活（申8:3; 另参林前10:5; 约6:26; 腓

3:19）

三、财富的危险

1. 带来忧虑（太6:31; 提前6:17）
2. 因贪婪而损害别人（摩2:6; 雅5:4）
3. 失去爱心、专顾自己（箴3:27-28; 约壹3:17; 另参路16:19、25）
4. 夺去爱主爱人的心（玛3:8; 可10:24; 约壹2:15-16; 太6:24）

四、处理财富的正确态度

1. 存感恩的心领受神的赐予（传5:18-19; 提前4:4; 另参太6:11）
2. 用得其所，作个好管家。
a. 行善（林后9:12-13; 太19:21; 路12:33; 徒20:35）
b. 慈惠及圣工（林后8:14-15; 另参申14:22-29; 徒2:45，4:34）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22.mp3


第廿三课 服侍社群

◆播放音频

一、基督徒与社会责任

1. 大使命是教会及基督徒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太28:19-20; 林前9:23,
另参林前10:33）

2. 作为地上政权的公民，基督徒也有责任关怀社会。
3. 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既教训、宣讲，也治病、赶鬼（太9:35; 徒10:38;

另参太4:23）

二、基督徒服侍社群的圣经基袖

1. 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太5:13-16）
2.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10:30-37）
3. 先知传统：斥责罪恶。

三、服侍社群的实践

1. 尽公民责任（太22:21）
a. 顺服掌权者（罗13:1-7; 另参多3:1）
b. 为万人及在上位者代祷（提前2:1-3）
2. 服侍社群，关顾弱势群体。
3. 维护公义，斥责罪恶（参路13:32; 可8:15）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23.mp3


第廿四课 候主再来

◆播放音频

一、既济而未济

1. 基督徒已得享永生（约5:24）
2. 基督徒仍要等待永生的完全实现（罗8:22-23）

二、那日子一主再来

圣经常用“那日子”指向主再来（参林前3:13; 帖前5:4; 帖后1:10，2:3）
1. 是可怕的曰子一对拒绝福音的人而言（启1:7; 彼前4:5; 另参太

25:41），主将施行审判。
2. 是欢喜的日子一对跟隨基督的人而言（帖前4:16-17; 另参太25:34;

提后4:8），主将按基督徒所建的“工程”，判定他们是否得赏赐（林前3:10-
15）

三、候主再来

1. 儆醒、谨守（彼前1:17, 4:7）
2. 过圣洁的生活（彼后3:14; 约壹3:3; 罗13:12-14）
3. 忠心事奉（参太25:21-30; 彼前4:10）

良院精选：http://www.lyvfs.net  电邮：haomurenweb@hotmail.com  微信：
haomurenweb

http://media.febcchinese.org/streaming/vfs/mavfl024.mp3
http://www.lyvfs.net/
mailto:haomurenweb@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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