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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知道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 有系統的講出信仰內容 

• 了解跟隨基督者的責任 

 

課程主題背誦經文 

• 約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

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主題詩歌 

• 我以禱告來到祢面前 

• 輕輕聽 

 

對象: 

• 基督教教義的根基（Doctrinal)  

• 護教學 (Apologetics)  

• 慕道友 (seeker) 

 

心態： 

• 詩 80:1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聽！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

求你發出光來！ 

 

• 詩 80:3 神啊，求你使我們復興，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 詩 80:7 萬軍之 神啊，求你使我們復興，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 

• 詩 80:19 耶和華─萬軍之 神啊，求你使我們復興，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

救！ 

求神每天準備我們的心來見祂，求神保守我們的心來面對敵人（箴 4:23）。我們的心在

神的手中如水流在攏溝裏，任意扭轉（箴 21:2）。 

• 林前 3:6-8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

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

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以禱告來見神，來求告神。 

詩 88:13-18(和合本): 

13 耶和華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禱告要達到你面前。 

14 耶和華啊，你為何丟棄我？為何掩面不顧我？ 

15 我自幼受苦，幾乎死亡；我受你的驚恐，甚至慌張。 

16 你的烈怒漫過我身；你的驚嚇把我剪除。 

17 這些終日如水環繞我，一齊都來圍困我。 

18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遠處，使我所認識的人進入黑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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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三個朋友所犯的錯誤是對神不完全的認識，卻以為自己是對的而堅持，甚至不願在更

新。 

錯誤： 

• 伯 4:6-8: 

6 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 神麼？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純正麼？ 

7 請你追想：無辜的人有誰滅亡？正直的人在何處剪除？ 

8 按我所見，耕罪孽、種毒害的人都照樣收割。 

正確： 

• 伯 5:17 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 

有對有錯的認識，問題是他們以為自己都知道了。因此受到神的指責。 

• 伯 5:27這理，我們已經考察，本是如此。你須要聽，要知道是與自己有益。 

 

正確的心態： 

• 徒 3:8-11 

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 

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驚訝。 

11 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拉著彼得、約翰；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裡，很覺希

奇。 

• 得救乃是神的恩典。認識神乃是新生命的表現。 

• 沒有根基的信是迷信，遇到困難就開始懷疑。 

• 有了新生命確對新生命有錯誤的了解。 

• 沒有根基的信是很危險的。 

• 沒有根基的信就會像以色列歷史的表現，被偶像所控制而最後被滅，值得慶幸的，

對屬於祂的子民只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最後神又把他們帶回所應許之地。 

如果以修大學的學位來比喻基督徒的生命。這個課程就是第一學期必須要修的基礎課程。

如果用蓋房子了比喻的話，就是把鋼架架起來。如果是以種菜或種樹來比喻，就是在長根

的階段。對運動員而言就是基本動作。但是這個課程可深可淺。可以深到系統神學，更可

以深到每一個主題都可以是一門課。但是在教會的主日學。我們是在札根，但是如果你有

興趣更深一層，我有許多可以幫助你的書，也希望在往後的日子可以開系統神需的課。 

• 太 7:24-29(和合本): 

2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25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26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27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28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 

29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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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3:18-23(和合本): 

18 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 

19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去；這就是撒在路

旁的了。 

20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 

21 只因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

了。 

22 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

結實。 

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

倍的。 

 

我為大家禱告，藉著這門課程，你有ㄧ個堅固的信仰框架（structure)。然後ㄧ步一步的

藉這遵守神對我們的啟示把整棟大樓蓋起來。 

 

有人說我都知道了，太基本了。我在神學院學系統神學時，就是這些主題，我接受按立的

考試，也是這些主要的內容。這麼說，這是一個永無止盡的課程。我也不會把大家當成小

學生。希望大家邀請還沒來參加主日學的人都來ㄧ起成長。 

 

• 來 6:1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

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 

 

課程內容： 

• 認識聖經: 如何讀經。 

• 認識神(Theology): 聖父，聖子，聖靈 -三ㄧ神 

• 認識人/認識罪 (Anthropology) 

• 認識救恩 (Soteriology) 

• 認識教會 (Ecclesiology) 

• 認識主再來/末世論 (Eschatology) 

 

認識新生命的責任： 

• 崇拜，團契，學習，傳福音，奉獻，禱告，服事。 

 

不會趕進度，希望盡量講得清楚。不希望這個課程只是知識的傳遞。而是幫助我們對所信

的神更加堅定。更願意信靠順服。 

 

每次都有作業，幫助事先準備，讓上課得到最高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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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經： 

1。聖經真正的作者是誰/Who is the true author of the Bible？（參閱提後/2Tim 3:16；彼後

/2 Peter 1:20，林前/1 Cor 2:13） 

 

 

 

2。聖經能夠任意修改嗎/Are we allow to change or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有甚麼

後果呢/What is the consequence？（參閱申/Dt 12:32，啟/Rev 22:18~19）. 

 

 

 

 

3。舊約聖經有幾卷書/How many books in the OT? 新約聖經有幾卷書/How many books in 

the NT？ 

 

 

4。為什麼聖經如此重要/Why Bible is so important to us？利用你可以想到的經文幫助你回

答/If possible, please use the Bible vers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參閱 提後/2 Tim 2:15；彼前/1 Peter 2:2； 詩/Psalms 119:11，98，105） 

 

 

 

 

 

 

5。如何學習聖經呢/How to learn from The Bible？（參閱 羅/Romans 10:17；啟/Rev 1:3；

提前/1 Tim 4:13；徒/Acts 17:11；箴/Proverb 2:4；申/Deu 11:18，19；太/Mat 4:4，7，

10；詩/Psalms 1:1～3；書/Jos 1:8。。。） 

 

 

 

 

 

 

6。學習聖經的方式/How to study Bible ?(參閱 彼前/1 Peter 2:1～2；西/Col 1:9～10；約

壹/1 John 2:27；雅/James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