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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圣经学校: 圣经基础课程
当我们学习圣经时，如同踏上了冒险丛生的探索旅程。我们会学习到伟大的圣经原
则，引领我们度过激动人心的一生！
盼望！为了更灿烂的未来！
让我们从这两句经文学起。“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 1:1）。“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
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 1：26）。然后，现在所奉行的观念却与上帝起初
的旨意背道而驰。圣经说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上帝创造一切。但是自创世以来，人们塑造
的神灵都是基于自己的臆想。换而言之，我们是凭着个人喜好来塑造神像。我们眼中的神完全是以
自己的想象与喜好为本。这与真理差之千里。
今日，每个人都希望神是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不会干扰到个人生活。在我们看来，理想的宗教就是
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处世方式不谋而合。由于每个人对神的定义不同，导致了现今宗教类别五花
八门，举不胜数。
上帝是否希望我们各行其是，做自己生活的主宰呢？当然不是！上帝是真正的造物主。上帝才应该
是我们生活的标杆。上帝晓谕：“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 14：12）.我
们也许会自欺，坚信自己的方式才是正确的。但当我们对照圣经就会发觉自己选择的路是错误的，
因为它违背了神的教导。这就为什么圣经会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以赛亚书 34：
16）。
也许我们所崇尚的宗教方式与自己的处世方式毫不矛盾，又或者与先祖提倡的传统极为吻合，但这
并不意味着在上帝的眼中也是如此。我们须铭记：上帝曾晓谕世人：“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
路。”（以赛亚书 55：8）。
先知耶利米曾说：“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
利米书 10:23）.上帝告诫世人，我们不该由着自己决定前进的步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存私心，选
择错误还祸及他人。所以，我们应该顺着上帝的旨意来建立价值观。我们当如何做？大卫王的回答
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 119：105）。
问题：既然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你觉得上帝有没有权利赐我们律法，引导我们的道路，并希望我
们能遵行律法？
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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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震撼人心—阐述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中，上帝如何让拯救世人这一计划水到渠成。
圣经是六十六本书的合集。圣经作者是受圣灵的充满与神的启示，而写下这些书卷。写作时间横跨
主前 1400 年到主后 96 年（参见《提摩太后书》3：16; 《彼得后书》1：20-21）。最前面的三十九
本书总称为旧约，由希伯来文所写。成书时间从主前 1400 年到主前 400 年。 今日，基督徒把旧约作
为督导教训之书（《罗马书》15：4）。后面的二十七本书信合称为新约，由希腊文所写。成书时间
从主后 48 年到主后 96 年。旧约是单写给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申命记》4：1-2）。其目地是为了
让以色列听从神的教导（《罗马书》3：1，2），并且为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来临而做铺垫。旧约中
关于耶稣的预言多达 300 多处。而耶稣的道成肉身也使这些预言得应验（《路加福音》24：44）。
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我们追随神所指引的方向
神造人时就知道人类会一意孤行，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神知道我们会在两大方面犯过失/罪：
z

因为我们执意满足私欲，所以会犯过失/罪（《罗马书》3：9-10；《约翰一书》2：15）。

z

我们犯过失/罪的另一大原因是：背弃神的道，追寻人为的宗教因为这更符合我们的传统文化或
为了满足内心的需求（《马可福音》7：1-9；《歌罗西书》2：20-23）。

由此，我们在道德上会犯过失因为恣意而行，顺着私欲。在信仰上，也会犯过失因为弃绝了神的
道，却遵从传统或个人感觉。但神赐下基督耶稣，为的是让我们重回他的怀抱。圣经说：“上帝既
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2 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1：
1-2）。耶稣召唤我们去接近他，因他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8：32）。因此，耶稣呼召众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
今日，宗教派别五花八门，高达千种。很多宗教领袖自称自己所教导的是真道。然后，我们当铭记
在心：圣经的作者，受圣灵的充满，告诫我们须小心：不要被宗教假老师的阴谋诡计蒙蔽双眼，或
任凭个人感觉行事（《帖撒罗尼迦后书》2：10-12；《提摩太前书》4：1-3；《彼得后书》2：12）。既然在这个世界有那么多所谓的宗教领袖宣扬的是自己捏造或利己的教义，使信徒误入歧途。
我们更应完全以圣经，神的真道，作为唯一的标准与教导。在这里，我们恳求大家尝试一下，让圣
经作为你信仰的基石，引导你为人处世。圣经是我们唯一可以认识耶稣的可靠渠道。耶稣说：“弃
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12：
47）。从此句经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聆听耶稣的教导，至关重要。耶稣是神所立的人，在将来会审判
世人。（《使徒行传》17：30-31）。
如果所有的人都信奉并且顺从唯一的真神-上帝，那么是不是就不会有各样宗教派别，教会内部有不
会分裂了？
1）是

2）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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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包含很多伟大预言。这些预言的实现，验证了圣经是神的真道，圣经作者是神的使者。
预言不是预测。预测就是有些专家通过观察周围环境与因素来预测将来某事发生的概率。预言则截
然不同。预言不是基于对现有环境的观察。而这正是圣经预言的本质。只要我们在圣经中能找到一
个预言得应验，就已经可以证明圣经来源于神。因为只有神可以预测未来（《以赛亚书》42：9；
44：6-8）。实际上，圣经中的预言举不胜举，覆盖了人物，城市，国家，特别是关于耶稣的。很多
历史记载也证实了圣经预言得实现。旧约中关于耶稣与他的国之预言，都一一得到应验。
圣经预言中的耶稣
旧约中关于弥赛亚（意为：受膏者）的预言，多达数百。这些预言说弥赛亚是万王之王并统治他的
国。这些预言无一例外的在拿撒勒的耶稣身上得到实现（《路加福音》24：44）。请注意，这些预
言都是写于耶稣出生前的几百年。因此，这些预言的应验并非巧合。下面是一张关于关键预言的简
表。在耶稣身上实现的预言远非这些，而是数以百计。
关键预言

预言得实现

 他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加拉太书》3：16
《创世纪》12：1-3
 他将来自于以色列犹大支派
《希伯来书》7：14
《创世纪》49：10
 他会是大卫王的后裔
《马太福音》1：1-17
《撒母耳记下》7：12，13，16
 他将出生在伯利恒
《马太福音》2：1，8
《弥迦书 》5：2
 有一先知会比他先来，为他铺路
《马太福音》3：1-3
《玛拉基书》3：1，4：5
 他将在大卫王的宝座上继续称王，
永永远远《撒母耳记下》7：12，
13，16

《使徒行传》2：29-31

 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
《希伯来书》8：1
《撒迦利亚书》6：12，13

圣经预言中的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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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预言基督耶稣将来，并且是以君王的身份（《以赛亚书》9：6，7；22：20-25；《诗篇》110：
1）。他会凌驾于一切权柄之上，统治全世界。根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这神国是在罗马帝国统治期
来临。“当那列王（罗马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
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以理书》2：44）。当耶稣升天，坐在天父
右手边，这预言就会实现。但以理又预言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象人子的，驾着

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14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
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7：13-14）。耶稣早已升
天，高升至神宝座的右边！（《使徒行传》1：9-10）！耶稣现在已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弗
所书》1：20-23；《提摩太前书》6：15）！耶稣凌驾于万物之上，我们当承认他的权柄，跪拜在他
面前（《腓利比书》2：9-11）！每个人都应该顺服耶稣，敬拜耶稣，尊他为主（《雅各书》4：610）！
如果你深信圣经的预言皆得应验，你愿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顺从圣经的教导？
1）愿意

2）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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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历史中频频行神迹，证明了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并彰显大能
今日，宗教派别五花八门，不计其数。这些宗教都号称冥冥之中受到高高在上的神灵感动，自己所
宣扬的才是真正的信仰。你有没有也对各种宗教派系困惑不解？对于那些拒绝接受神的非信徒来
说，宗教派别极难区分。因此，他们辩解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来自于人狂热臆想，否则也不可能
有那么多水火不容的宗教类别。的确，人们会自创宗教。但我们如果以为神会允许人们用不同的方
式去敬拜取悦他，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早在远古，神就已经在历史中显现。神晓谕启示世人。那
些真正相信神真道的信徒，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还相信神籍着神迹，彰显耶稣就是圣子， 彰显
新约作者的书信是受神启示而写。
神行超自然的神迹—我们信心的一大凭据
¾ 神所行的超自然神迹，在圣经中被称为“奇事 wonders”（《马可福音》6：51；7：37），“神
迹 signs”（《马克福音》16：20，《希伯来书》2：4），“大能 powers"（《使徒行传》19：
11）与”见证 works“（《约翰福音》5：36）。
¾ 真正的神迹显而易见，非信徒也能看到（《使徒行传》26：26）。连非信徒都无法否认这些神迹
的存在。《使徒行传》4：14-16）。
¾ 真正的神迹不同寻常，有违任何自然法则（参见《列王记上》18：17-46；《约翰福音》11：4345）。当神大行神迹时，目击者很清楚的明白这些神迹来自神，非常人所作。
神为什么要行神迹
z

真正的神迹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20：30，31；《使徒行传》2：22

z

真正的神迹证明了耶稣所传是真道《哥林多后书》12：12；《希伯来书》2：1-4

z

真正的神迹验证了耶稣与他亲遣的门徒所传是真道《马可福音》16：20

我们须小心谨慎！
圣经对那些信假神迹的人提出警告。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
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马太福音》24：24）。我们须小心，不可凭空相信一些
晦涩难懂的事，受骗上当，以为这是神迹。如果我们轻易的相信假神迹，那也许是因为自己缺乏对
真理的辨别。所以，今日有很多人误以为一些假神迹是真正的神迹，我们当记住圣经对此作出的警
告。同理，我们还警惕圣经所说的假先知因今日有很多人自封先知。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10 并且在那沉沦的
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11 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
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帖撒罗尼
迦后书》2：9-12
如果神早在一世纪就广行神迹，证明新约是神的真道，那么他是否需要不断的行神迹，直到今日，
为的是让你我也相信并顺从他的权柄？
需要

2）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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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世人，所以赐下他的独生子到这世间，为的是拯救我们
如果你相信神与圣经，那你必须如此行。当耶稣道成肉身时，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克福音》1：15）。所以，你必须悔改，并且信福音！
听从福音
耶稣说我们必须信福音，他是指如果我们信福音，就必定通过行动显示出自己的信心—即听从福
音。我们既然爱耶稣，就必须遵从他的诫命（《约翰福音》14：15）。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
现，8 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9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
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前书》1：7-9 （还可参见《彼得前书》4：17）。
上述经文告诉我们要免受耶稣的审判就必须听从福音，那我们的问题是：
什么是福音？一个人如何听从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其实是一起历史事件。保罗写道：“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2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
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
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1-4）。福音是一起历史
事件，即耶稣为承担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死后土里埋葬，第三日死里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
望。
参见英文版图片
洗礼
如果想免受耶稣的审判就必须听从福音，那一个人当如何做才可以显明自己是相信听从福音这一历
史事件的？保罗回答了这些的疑问：“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4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象基督藉着父的
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5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6 因为
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罗马书》6：3-6）。
参见英文版图片
就像耶稣埋葬在土里，你也必须完全浸洗在水中。这样你的罪才会
得赦并经历属灵的重生（《马可福音》16：16；《使徒行传》2：
38；22：16；《彼得前书》3：21）。当你洗礼时，你就听从福音
了！
如果你没有听从福音—没有浸洗，以行为效仿这三部曲（耶稣受死，埋葬，复活），那么耶稣再来
时，你会不会满心期待他对不听从福音的人施加的审判惩罚吗？
会

2）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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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是神家—信徒聚集之地。这些信徒愿意顺服至尊的君王耶稣基督
当你相信耶稣是你生活的主与拯救者，当你听从福音去浸洗为了洗净自己的罪，基督耶稣就居住在
你心中了。通过这种方式，耶稣统治的国度就扎根在你心中（《路加福音》17：20-21）。由此，天
父的旨意在这世间因为你的信从而成就，就像天父的旨意在天国成就一样（《马太福音》6：910）。天父把你纳入基督身体中—神全球教会的一员（《使徒行传》2：47）。你是即着浸洗，归入
耶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2：13）。
耶稣的身体
 耶稣基督是身体,即教会，唯一的头/领袖《以弗所书》5：23；《歌罗西书》1：18
 耶稣基督的身体，即教会，只有一个而且成员遍布全球《哥林多前书》12：12-25
 根据新约说法，“耶稣的身体”又被称为“神的教会 church of God”（《哥林多前书》1：
2），“基督的教会”（《罗马书》16：16），“神的家”（《提摩太前书》3：15），“神的
羊”（《彼得前书》5：2，3），还有“神的殿”（《哥林多后书》6：16）。
 新约把耶稣身体的各样肢体统称“基督徒”（《使徒行传》11：26），“圣徒”（《罗马书》
1：7），“神的儿女”（《加拉太书》3：26），“祭司”（《彼得前书》2：5，9）。
一个身体：耶稣是身体唯一的头。如果你要得救，就必须是这身体的肢体之一。因为耶稣来到这世
间，是为了他的身体—自己的教会而来。（《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
身体的合一
z

耶稣祷告：希望所有信徒都在基督教会里合一团结《约翰福音》17：20-21

z

使徒教导信徒和睦相处《哥林多前书》1：10，《以弗所书》4：4-6

z

早期基督徒推崇不管信徒在哪里敬拜，教会本身是合一的《使徒行传》2：44-47，4：32

z

我们也必须力求教会合一《腓利比书》1：27

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解释了众人如何得知谁是耶稣的门徒：“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
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4，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

真道与传统的对比
当人们寻求神时，是基于自己教派的传统，经常就会偏离真道。耶稣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
诫命，要守自己的传统（tradition)。”（《马克福音》7：9）也许有些教派传统乍看并没有与真
道相互抵触，我们就去恪守它们并这样教导后人。但请注意，当教派传统开始禁锢信徒思维，它们
会让信徒越来越远离神（《歌罗西书》2：20-23）。虽然有些教派传统让我们远离神，却仍有人把
它们奉为至高，他们就已经远离真道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使徒保罗在下面所说的这点：“圣灵明
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提摩太前书》4：1-3）。如果这个课程能让你更加有
兴趣在经文中寻求真理，我们就深感欣慰了（《使徒行传》11：17）。
作为基督教会的一员，你愿不愿意抛弃教派传统而去追寻教会原本的合一？
愿意

2）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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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挑战环节
我们设立这课程的初衷是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队伍—致力于合一的基督教，无内部教派之分。如果
所有的信徒都能团结一致，把圣经作为真道的唯一权威，我们就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去与魔鬼
撒旦做抗争。因此，我们呼吁您也可以做到以下数点：
z

在宗教问题上，只崇尚圣经，把它作为唯一的权威（请阅读《加拉太书》1：6-9；《启示录》
22：18，19）

z

如果教派人为的传统使信徒远离真道，请弃之（请阅读《马可福音》7：1-9）

z

请遵从基督耶稣，让他成为你唯一的王与救世者。他的教导会让你享受充实的属灵生活（请阅读
《约翰福音》14：15，15：14）

z

请听从福音：以浸洗的方式，效仿耶稣钉死十字架，土里埋葬，死里复活这三大步骤。这样你的
罪才得洗净（请阅读《使徒行传》2：36-38）

z

作为基督教会的一员，请认真查考圣经并遵从神的教导，以此来推动教会的合一（请阅读《以弗
所书》4：1-6）

请完成下述测试。你可以把测试部分单独拿出，发邮件给国际圣经学校的网站。同样，麻烦您填写
测试后面的表格，一同寄出。
————————————————————————————————————
选择题：请回答下述问题。每题有三个答案，请在右边写出你觉得正确的答案。
样题：

答案

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A)充实

B)激动人心

1) 如果人类按私欲恣意而行，那么这条道路只会通向什么？
2) 圣经是多少本书的合集？ A)66
3) 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与什么？

B)39

4）神会立谁来审判世人？

B)基督徒

B)生命

A)大卫王

C)信仰

A)预言

B)预测

C)平安

C)基督耶稣

5）如果根据现有的环境因素来猜测将来某事发生的概率，这个是什么
6) 弥赛亚会是谁的后裔？

B)死亡

A

C)27

A)信心

A)天使

A)希望

C)富有挑战

B)以法莲

C)信心

7）在哪一个帝国统治期，神会建立并兴起神国？

C)Issachar
A)罗马

B)亚述

C)波斯

8）根据圣经说法，神迹又被称为“奇事”，“神迹”，“大能”和什么？ A)魔法 B)诡计 C)见证
9）神允许那些弃绝真理的人去相信什么？
10）耶稣告诫我们警惕什么？

A)假先知

A)谎言

B)故事

B)狂热分子

C)传说

C)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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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福音的中心就是受死，埋葬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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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信心

B)死里复活

C)希望

12）如果一个人不听从什么，他就不会得救？

A)福音

13）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

C)教堂（建筑物）

A)教会

B)信仰

14）耶稣给他门徒的一条新诫命是什么？

B)人为传统

A)要相信神

C)信仰

B)彼此相爱

C)希望

A)信心

B)教派传统

C)真理

16）为了达到教会合一，我们该奉什么为唯一的权威？

A)教派传统

B)圣经

15）有些信徒因为恪守什么而弃绝了神的道？

17）教会只有一位领袖，这意味应该只有一个什么？
18）为什么要洗礼？

A)为了遵从教派传统

19）耶稣说要悔改并且相信什么？

A)教派

B)教会

A)教会

B)为了洗净自己的罪

20）当一个人洗礼后，他就成为什么的一员？

B)传统

C)信心

C)国家

C)因为是得救之人

C)福音

A）人为教派

B)教会

C)无组织

在这个世界，千万人已经相信了神！
今日，千万人已经察觉并相信您在这个课程上所学到的要点。千万人已经听从了福音，受洗成为基督
徒。神已经把他们加进了基督耶稣全球的教会，成为其中一员。他们现在把盼望建立在天国而非这个
世界上（《提多书》1：2）。天国是更美之地，因为那里再也没有痛苦，没有泪水（《哥林多后书》
5：1-8）。基督徒耐心等候着将来神要彰显给他们的大荣耀（《罗马书》8：18）。我们呼吁您也加入
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请把握住这次机会，在这个充满罪孽，毫无希望的世间去寻求那关于神的盼
望。你要做的就是寻求神，听从福音。作为身体力行，听从福音的信徒，我们也强烈鼓励您也听从福
音！
—神的儿女听从神的教导—
你肯定还想继续学习神的真道。圣经中，当路加提及庇哩亚信徒时，他说：“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
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使徒行传》17：11）。如果
你也想向庇哩亚圣徒学习，那么请填写以下资料，以备我们发邮件给您更多的课程。
参考号

我们想更好的了解您

在您完成上述测试后，请填写此表格，以利我们更好的了解您。填写名字与地址时，请字迹工整。当您把表格发还给我们
后，我们会继续发给您免费的高级课程。这些课程都来自于国际圣经学校。

姓名：
地址：

邮编：

城市：

省：

国家：

手机/传真/电脑邮箱：

出生年月：
职业：

男性

女性

未婚

已婚

你所在的教会名称（如有）：

请发送到：
xuexi@zhenaishenghuo.org

翻译：Cynth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