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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課程  
第⼀課： 得救的確據 

 1. 神愛你 (約翰⼀書3：1) (約翰福⾳3：16) (約翰福⾳1：12) 

 2. 罪使我們與神分開 (羅⾺書3：23) 

 (罪使我們覺得神很遠) 

 3. 耶穌是唯⼀道路 (羅⾺書5：8) (約翰福⾳14：6) 

 4. 悔改 (使徒⾏傳3：19) 改變思想 

 5.    接受主 (羅⾺書10：9-10) 

 6. 教會與⼩組的重要性 
• (使徒⾏傳2：44，46-47) 

•(希伯來書10：25) ⽀持、⿎勵和幫助成⾧ 

 7. 禱告 (啓⽰錄3：20) 

 8. 有神的兒⼦就有永⽣ 
 背誦 約翰⼀書 5：11-12 



解釋： 
 1. ⾺太福⾳10：30 — 我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

了。不要懼怕! 我們⽐許多⿇雀還貴重。  
(⾺太福⾳10：29-31) 

 2. 神是聖潔的，⼈因為有罪所以達不到神的標
準。(羅⾺書3：23) 

• 主耶穌無罪所以只有祂達到神的標準。只
有主能使我們與神和好。 

 3. 我們不能救⾃⼰，只有主的寶⾎能洗清我們
的罪。 

 4. 悔改; 認罪/放棄罪⾏/改變態度和思想來跟
隨與信靠神。罪得以塗抹，安舒的⽇⼦必來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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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神的話語 

 1. 神的話語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希伯來書4：12) 

怎麼有功效？(詩篇19：7-9) 

•⼼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辯明  
•⽐最銳利的⼑更銳利 
•顯⽰真正的我  
•聽從/順服應⽤神的話語，神的話語不但會

改變我們的⽣命也能幫助我們成⾧。 



 2. 約書亞記1：8 — 晝夜思想，謹守遵⾏這書
上所寫的⼀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
通，凡事順利。 

怎麼思想神的話語？(S.P.A.C.E.) 
  
 Sin   罪    
 Promise   應許    
 Attribute about God   神的屬性    
 Command to obey   命令    
 Example to follow   範例/榜樣    

例⼦： 2017/8/7                                                 約書亞記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這
書上所寫的⼀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S 罪：沒有 

P 應許 : 思想神話語，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A 神的屬性   神是公平公正的神、喜悅我們思想、遵守祂話語 

C 命令：晝夜思想神話語、謹守遵⾏這書上所寫的⼀切話 

E 範例/榜樣：詩篇1:2 喜愛神的律法，晝夜思想，便為有福 

總結/領受：每天都要思想神的話和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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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戰勝懼怕 

 1. 我們能夠依靠主，信靠主來戰勝懼怕。 

•箴⾔10：24 — 惡⼈所怕的必臨到他，義⼈
所願的必蒙應允。你怕什麼？ 
死亡/未來/⽣病 

 ─ 你所怕的必臨到! 怕發⽣在⾃⼰⾝上的
事⼀定會發⽣。 

 ─ 你所願的是什麼？ 
永⽣/內⼼平安/健康等等。 

   
 ─ 如果你相信和信靠主，你所願的必蒙應

許。 



 2. 讓信⼼掌管⽣命! 不要懼怕，讓神來掌管。 

•懼怕掌管我們，我們會睡不著，吃不下，
沒有平安。 

 ─ 希伯來書13：5 — 主不撇下你，也不丟
棄你。 

 ─ 提摩太后書1：7 —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
怯的⼼，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 

   
 ─ 以賽亞書41：10 — 你不要害怕，因為

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
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
我公義的右⼿扶持你。 

應⽤：因為神與我們同在，我們信靠主來戰勝
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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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戰勝誘惑與試探 
 (例⼦： ⾺太福⾳4：4) 

 1. 撒旦會試探你，輕聲對你說：「你是軟弱
的，你將不可能勝過這個試探。」 
  
你會怎麼回答它呢？ 

□　你會嘗試⽤理智來回答？ 
□　你會⽤⾃⼰的⽅法辯論？ 
□　你會跑去問他⼈的意⾒？ 
□　你會向百戰百勝的神的話語求助？ 

 2. 哥林多前書10：13，將會使你戰勝誘惑與試
探！ 

•每⼀個試探的事實是什麼？ 
•遇⾒的試探。是你能忍受的。 
•不只是你⼀個⼈⾯對。 



應⽤：  

 1. 在神的⾯前承認⾃⼰的困擾/軟弱和所⾯對
的誘惑，因為只有祂能幫我們得勝！ 

 2. 讀神的話語，靈修，禱告，去⼩組和守安息
⽇都能剛強你的信⼼使你得勝。 
(詩篇119：9，11) 

 3. 做好選擇，遠離罪! 陷⼊罪會讓你失去什
麼？平安，喜樂等等。 

 4. 背誦哥林多前書10：13 
試探，每個⼈都會⾯對試探。 

 i) 沒有⼀個試探是神不能幫我們的。 
 ii) 只有神能讓我們勝利。 
 iii) 受試探時，神會幫我們開路。 
 iv) 希伯來書2：18 — 耶穌⾃⼰竟然被試探

⽽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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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戰勝沮喪，憂慮 

⽬標：有希望/指望/恢復信⼼，⼼意更新       
  和把⼀切交托給神，放在神⼿裡。 
  
1. 沮喪的⼈，看什麼都是負⾯的，他們感覺悲

傷/佷失敗/被拒絕和跟現實脫節，他們常常
覺得神已離棄他們，⾮常沒指望。 

  
 2. 他們不是單獨⼀個⼈在掙扎，神是不離棄我

們⽽是常與我們同在。(希伯來書13：5) 

我們要尋找並接近神。  

 3. 更新我們的⼼意和思想，能讓我們看到神在
我們⾝上的計劃是美好的，有指望的。 
(羅⾺書12：2，耶利⽶書29：11)  

禱告叫神幫忙我們改變思想。 

 4. 耶穌要我們把⼀切的重擔和⼀切的煩惱/ 
焦慮交托給祂，我們就會得安息。  
(⾺太福⾳11：28，彼得前書5：7) 



應⽤： 

1. 把我們的重擔/煩惱交托給我們的神，祂掌管
⼀切。 

2. 我們信靠神/更新思想 

3. 把⼀切放在祂⼿裡，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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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如何靈修  
1. 如何靈修： 新信徒如屬靈的嬰孩需要成⾧。

⽽靈修正是使我們得著更新和供應。 

 2. 神要我們天天尋求祂： 
 a) 藉禱告尋求祂： (詩篇27：8)  

來到神⾯前禱告，不應該是義務，也不
是因有事才來到神⾯前，⽽是帶著渴慕
之⼼，向祂表達愛慕，傾⼼吐意，為祂
的國代求，再將⾃⼰的需要和新的⼀天
完全交托給祂。(詩篇34：18) 

b) 藉讀聖經領受靈糧： (出埃及記16：21，31) 

以⾊列百姓，要天天清早到曠野拾取嗎
哪，這是⼀幅圖畫說出信徒天天需要領
受屬天的嗎哪 — 神話語的供應。 

 c) 因為遠離祂，我們就失敗跌倒。 
(約翰福⾳15：5) — 遠離了主，我們就不能抵
擋撒旦的試探迷惑，也不能勝過犯罪的
私慾，內⼼的焦慮/⽣活中的重擔和困
難，因⽽失敗跌倒。所以每早晨靈修後
才開始新的⼀天。 



 3. 具體實⾏： 
 a) 要定時： 與神的約會，最少15分鐘。 每

早晨/晚上先禱告後讀聖經。 

 b) 讀聖經要注意的事： 
 i) 要按次序讀聖經，每天⼀章，或半

章。 
 ii) 思想神的話語然後做筆。 

(S.P.A.C.E.) 
Sin   罪    
Promise   應許    
Attribute about God   認識神    
Command to obey   命令    
Example to follow   範例/榜樣   

  
 c) 屈膝禱告、唱詩讚美。 
 

⽤用SPACE來來思想神話語然
後應⽤用話語看第⼆二課例例
⼦子！ 
選⼀一節來來思想神的話語

背誦經⽂文：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
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阿、你
的⾯面我正要尋求。 詩篇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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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認識神的特性  

創世記1：1 — 神的存在，是毫無異議的。⼀開
始已肯定祂的存在。神就在那裡。 

 1. 獨⼀的神 
(以賽亞書45：5; 43：10; 44：6) 

天上根本沒有其他的神，無論是⾃存或是被
造的。聖經中強調只有⼀位神。 

神是⾄⾼的神，宇宙的最⾼主宰 
(詩篇83：18) (詩篇11：4) 

神是宇宙的君王，⾄⾼的神。神為王使⼈聯
想到⼀位⽼者。 聖經從沒有形容神是⼀位⽼
者，卻有提到神的寶座，但並不是在雲中⽽
是在天上神殿中。 



2. 神無所不知 
希伯來書4：13說： 「並且被造的，沒有⼀
樣在祂⾯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
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露敞開的…」 

神無所不知 
 ─ 神在我們未曾思想以前已經明瞭我們的⼼

思意念。 
 ─ 神無所不在。 
 ─ 神洞悉萬有。 

 3. 神是⾃有永有 — ⾃存的⼀位  
(出埃及記3：14)  

祂不需要依靠任何東西來維持⽣命。 
(以賽亞書40：28) 

神⼈對⽐表 （以下詳解） 
神 ⼈

神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 ⼈被⽣下來，也要離世。

神是三位⼀體的。 ⼈只有⼀體。

神⼀無所需。 ⼈需要⾷物、⽔、空氣、睡眠、光、保護等。

神無所不知。 ⼈要學習。

神是靈，沒有有形質的⾝體。 ⼈有形質的⾝體。

神無時無刻無所不在。 ⼈受時空限制。

神⽐萬有重要，祂是最⾼權威。 ⼈要服從神的權威以下，要聽命於神。

在萬有之始以前，神已經存在。 在萬有之始以前，⼈尚未存在。



 4. 神是永恆的 
(詩篇90：2)  

聖經說神亙古到永遠是永恆的。遠在植物，
動物，⼈類，地球和宇宙之先，神已經存
在。萬物都有開始，唯有神是永恆的。 

  
5. 神是靈  

(約翰福⾳4：24)  

 ─ 我看不⾒神，因為祂是個「靈」。沒有⾎
⾁之軀所以看不⾒祂; 看不⾒並不表⽰不
存在。 

 ─ 祂不是某些⼈說的「動⼒」。 
  祂是靈，祂是三位⼀體、有思想、有位 
  格和有意志的神。這位有位格的神把祂 
  的話語賜給我們，讓我們認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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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財政  

⽬標： 信靠神能供應我們的需求。 

 1. 神是禮物的給予者和供應者 (創世記22：14) 

 2. 經濟貧困的詛咒開始與⼈類犯罪與墮落。 
(創世記3：17-19) 

當⼈類犯罪，經濟貧困從亞當傳到我們。 

 3. 基督即為我們受了詛咒，救贖出我們脫離罪
的咒詛，因為聖經上記載著： 「凡掛在⽊頭
上都是被詛咒的。」 (加拉太書3：13-14) 

在⼗字架上，基督耶穌頭上的荊棘冠冕象徵
祂已除掉我們⽣命的詛咒。(創世記3：17) 

今天如果你已接受主，(確認他已接受主)，
神已釋放我們脫離經濟貧困的詛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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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腓⽴⽐書4：19) 

 5. 主耶穌在⼗字架的死是⾜夠救贖我們脫離貧
困。我們要服從祂和相信神能供應我們的需
求。 

 6. 每天佷詳細禱告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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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意更新⽽變化 

 1. 神要我們做些什麼？ (羅⾺書12：2) 
 ─ ⼼意更新⽽變化。 
 ─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2. 為什麼⼼意要更新？ (箴⾔23：7) 
 ─ 因為他⼼怎樣思量，他為⼈就是怎樣 
 ─ 積極的思考就有積極⼈⽣。 
 ─ 負⾯消極的想法就有消極⼈⽣。 

 3. 在平常的⽇⼦，我們要警醒與謹守 (彼得前書

5：8) 因為我們的仇敵如同吼叫的獅⼦。 
  

 i) 保守你想法： (箴⾔23：7) 
 ─魔⿁把不好，負⾯的想法放在我們的腦海

中。 
 ─⼈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 

(加拉太書6：7-8) 

 ─個⼈的選擇塑造性格，性格則尊定⼈⽣。 



 ii) 保守你⼼： (以弗所書4：27) 

 ─ 接著禱告拒絕不好的態度和負⾯情感 
 ─ 原諒得罪你的⼈，信靠主來戰勝懼

怕。不要給魔⿁留餘地。 

 iii) ⼩⼼所說的話： (詩篇141：3) 

 ─ 不要講沒信⼼的話語，誹謗別⼈和諷
刺別⼈。 

應⽤：   
 1. 每天讀和思考神的話語，更新⼼意。 

 2. 選擇有信⼼，正⾯的想法。 

 3. 藉著禱告，求神幫助我們，保守我們的想法
和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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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廣傳福⾳  

 1. 為何要廣傳福⾳？ 
傳福⾳是每⼀位信徒的本分。就如： 青年⼈
安得列： 信主就向⾃⼰的哥哥作⾒證，帶他
去⾒耶穌，後來倆⼈成為⾨徒。 
(約翰福⾳1：40-42) 

 2. 神的⼼意是什麼？ 
 i) 神愛世⼈： 神將祂的愛⼦耶穌賜給世

⼈，要拯救世⼈，連你認為不可愛的，
神都要救他們。(約翰福⾳3：16) 

 ii) 神願萬⼈得救： (提摩太前書2：4) 
⽗神的⼼意是世⼈都能悔改信主得救。 
(彼得後書3：9) 

 iii) 體貼主的⼼腸 (⾺太福⾳9：36-38) 

主愛的眼睛顧念著遍地的失迷的⼤眾，
包括你的親友/同事/同學/家⼈。 

 iv) 罪⼈悔改，⽗神的⼼是多麼喜悅。 
(路加福⾳15：7) 

你想使⽗神的⼼喜悅嗎？ 
多傳福⾳，搶救靈魂吧！ 



 3. 主的使命是什麼？ 
 i) 你們要去傳福⾳：  

(⾺可福⾳16：15; ⾺太福⾳28：19 ) 

這是主升天之前的托付，我們要忠⼼主
的使命，先將福⾳從我們周圍傳開去。 

 ii) 要傳遞神的祝福： (⾺太福⾳10：8) 
我們怎樣⽩⽩因信得救，也要將這恩典
的福⾳⽩⽩傳給別⼈， 不可作⾃私的
⼈，只顧⾃⼰，扣住了神的祝福。 

 4. 如何傳福⾳： 
 i) 常為萬⼈得救代禱。(提摩太前書2：1) 

包括為⾃⼰的親友代禱。因⼈得救全在
乎聖靈的⼯作，代禱就是與主同⼯。  

 ii) 常做準備。(彼得前書3：15) 

隨時默禱，靠主壯膽，不以福⾳為恥， 
剛強為主作⾒證。 
(羅⾺書1：6; 貼撒羅尼迦前書2：2) 

 iii) 看⾒並關⼼世⼈的需要，將福⾳傳給他
們。(⾺太福⾳9：35) 
看⾒⼈⼼已經預備好了： 「莊稼已經熟
了，可以收割了。(約翰福⾳4：35) 



 iv) 隨時預備福⾳的⼯具： 
 a) 為神講⾒證  

 b) ⼗萬個祝福  

 c) ⼀經節 

 d) 與神相遇前聚會與神相遇營  

 e) 開放⼩組 

 f) 傳福⾳的賞賜 

 g) 將來得賞賜 

 h) 為主勞苦是有福的 (哥林多前書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