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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1：得救的凭据

1.1 关乎人的罪及罪得赦免的真理

[ 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罗 3:23：人都犯了罪

‧罗 6:23 ，约 3:16 惟有籍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人的认罪悔改，

人才能得着赦免

讨论问题：

1. 为何耶稣基督可以救赎我们呢?

2. 既然我们没有杀人放火，为甚么会有罪?

(可以画鬼脚抽出二位组员分享)

1.2 永生的凭据

「永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靠着基督，享受没有穷尽的属

灵生命，可以直接与神交通。

‧约壹 5:12：凡相信主的人，都有永生。

‧约 6:47：信的人有永生。

‧林后 5:17：人的生命，透过认罪，抓住永生应许，而得着一个

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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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背诵：约 1:12 [得救凭据]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

女。」

讨论问题：

1. 我们何时才有「永生」?

2. 我们怎样才有「永生」?

(请每位组员在段落(1.2)中，选出一句金句足以令自己明白永生的凭

据是甚么，然后在组里分享选那金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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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2：圣灵充满的生活

2.1 圣灵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与圣父和圣子平等。当主复活升天前，

祂应许门徒，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徒 1:8说：「圣灵降临在

信徒身上，信徒就得着能力」。故此，圣灵就是信徒生活里能力

的源头。

讨论问题：

1. 你认为/觉得圣灵是否已住在我们心/身内?为甚么?

2. 试分享日常生活中的难题，而圣灵又怎能帮助我们?

2.2 靠着圣灵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弗 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充满」

就是管理、控制的意思。保罗劝勉信徒，要过一个被圣灵管理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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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我们要怎样才可以被圣灵带领?

2. 试想一下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那些事情最容易不被圣灵管理?我们应怎

样胜过?

(组长可以分二人为一组，给予 10 分钟让他/她们互相分享及代祷)

2.3 怎样才可以过一个被圣灵管理的生活？

1. 要有渴慕被圣灵管理的心 (太 5:6)。

2. 必须降服在神面前，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 (加 2:20，罗 12:1)。

3. 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是一个洁净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来到神

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按着圣灵的心意生活 (约壹 1:9)。

金句背诵：加 5:16「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讨论问题：

1. 一种不被圣灵管理的生活会怎样? 试画一幅图画来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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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3：读经生活

‧ 圣经是神的话语，透过圣经，我们就晓得神的教训，吩咐，

故信徒必须勤读圣经，养成天天读圣经的习惯。

‧ 彼前 2:2 -- 婴孩是须要吃奶长大的。同样，在基督里的新

生命，也须要靠灵奶(神的话语)来长大。

‧ 神的话语(圣经)是你属灵生命的食物，你要：

1. 每日进食—每日用一些时间来读圣经。

2. 由易消化的开始—先从新约开始，若不明白的经文，请不

要放弃不去寻问，应记下及尽量

尝试找出解释，例如查考工具

书、求教一些属灵长者、及谦恭

的祷告求神让你明白。

3. 不要偏食—目标是读完整本圣经。

4. 有计划来进食—以方法来帮助你去读。

金句背诵：太 4:4「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

上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讨论问题：

1. 假若婴孩不喝奶后果会如何?你会将读经编入每天生活哪一段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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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如何形容认识真理/神的话却不去实践的人?你会是这样的人吗?

请亲自找出*经文及背颂 (*经文是雅一 22-24，请成员指示组员在雅各

书第一章 19-25 范围内寻找)

栽培 4：祷告生活

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我们可以藉着祷告，把我

们的需要、忧虑交托给神，亦藉着祷告，明白神的心意。

4.1 在祷告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事情：

1. 祷告是每个信徒的权利

2. 祷告没有时间、地点的规限，我们可以随时向神祷告

3. 祷告必须凭着信心，相信神必定会看顾我们，为我们安排最

好的

4.2 祷告的内容亦可分五方面：

1. 赞美

诗 33:1-4 每天所接触的一花一草，一些新发现……都可成

为赞美的内容

2. 认罪

诗 51:1-4 当失脚犯罪时，就要具体地承认所犯的一切，并

接受祂的赦免(约壹 1:9)

3. 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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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38:1-5 为自己所需向神祈求

4. 代求

提前 2:1-4 特别为别人或某些挂心的事向神呼求

5. 感恩

路 17:11-19 为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事作具体回应。这些恩

典可以是生活上的赐与

—生命的祝福 (经历爱、关怀、接纳……)

—神给予独特的指引，祷告蒙允……

金句背诵：西 4:2「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讨论问题：

1. 没有信心，又可否祷告呢？成效是否会较差劲呢？

2. 有甚么会拦阻我们的祷告生活呢？尝试分享我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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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5：灵修生活

5.1 灵修的定义：「灵」里的修炼和修剪：

‧ 耶稣的榜样：可一:35

「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 诗人大卫的榜样：诗五:3

「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

意，并要警醒。」

5.2 灵修步骤：

1. 安静：自我临在，邀请耶稣临在：赛三十:15

2. 读经：i/ 可使用灵修材料，例如「灵修日程」

ii/ 诗篇

(采用「读、颂、祷」方式，并带着 诗一:2的心态)

3. 灵修笔记：使用「祷告细察」(参考附页)

4. 灵修阅读：阅读一些「灵修性」文章 (有选择地)

背诵金句：诗五:3「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

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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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询问组员有没有灵修习惯。若有请分享灵修的时间、地点、心得或困难

2. 实习时段 (约 20 分钟)：

2.1/ 选一段经文 (例如 诗一)

2.2/ 各组员分开，大约用 10-15 分钟去安静、读经、写下灵修笔记，

最后背金句 诗五：3

2.3/ 回组一起分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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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细察~

(一) 当你祈祷了一段时间后，有否留意或醒察我们祈祷时所发生的

事?

你可能在祈祷期间感到沉闷，但亦可能出现一些特别的感觉，例

如突然对某些事感到不安、惊慌或焦虑等等，请勿忽略这些感受。

今后请尝试在祈祷后回想并发问以下的问题：-

 在祈祷期间发生了甚么事？

 有没有特别事触动我？

 对于所发生的我有何感受？

 我的情绪如何? 有何转变呢？

 神给了我甚么启示？

 当中有没有一些得着，并且适

用于我下次的祈祷中？

(二) 这细察祷告的功课，有助于将来我们祈祷时，更清晰和敏锐于神

的启示

(三) 可在祷告后写下一些感想，下次祈祷之前重温

(四) 记下的祷告感受，日后也可用于和属灵长者去分享及讨论





栽培 5：灵修生活之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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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6：得胜的生活

6.1 谁会试探我们？

1. 魔鬼

彼前 5:8「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

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趁机会诱惑我们，叫我们离开真道，故我们得格外小心。

2. 世界

世界上各类形式的事物也会叫我们跌倒，例如：金钱、名誉，

一些讨人喜欢的理论等，都会成为信徒的诱惑。

提前 6：9-10保罗指出金钱是一种诱惑，贪财是万恶的根源。

在罗 12:2；约壹 2:15-17都教训我们，不要爱世界。

3. 自己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使我们跌倒。虽然信徒的罪已得

基督赦免，但仍然有犯罪的旧性情，成为我们的诱惑。

参阅 罗 8:5-13；加 5:16-26。

6.2 怎样胜过试探

1. 要提高警觉 (彼前 5:8)

2. 逃避试探 (提后 2:22，太 4:1-11，雅 4:7)

3. 信靠神，藉着祷告，把所面对的试探交托神，求神帮助你去

胜过试探。 (林前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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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林前 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

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

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

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讨论问题：

1. 怎样才能提高警觉，逃避试探呢？有秘诀吗？

2. 假若信心软弱，不能祷告时，怎样才能胜过试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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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7：教会生活

7.1 什么是教会?

‧ 广义：教会是指世界上所有基督徒，称为「普世教会」。

‧ 狭义：是指某地方的基督徒，称为「地方教会」。

‧ 教会是一些属神的人的群体，另一方面，是神亲自建立教会，以

基督为教会的根基。 (林前 3:11, 弗 4:16)

7.2 为何要参加教会?

(i)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全是神家里的人。 (弗 1:22-23,

2:19-22)

(ii) 可以一同敬拜神，归荣耀给神。

(iii) 初信者特别渴慕真理，在真道上扎根，教会就是教导信徒，

牧养信徒的地方。 (彼前 2:2)

(iv) 信徒相聚一起彼此相交，能互相分享和帮助，初信者借深

入的分享，得到鼓励。(罗 1:12, 加 6:2, 林前 12:14-27)

(v) 学习关怀别人的功课。 (腓 2:1-5)

(vi) 彼此各按其职，一起成长。 (弗 4:11-16)

(vii) 在 来 10:24-25神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故信徒参加

教会是必须的。

背诵金句：来 10:24-25「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

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

近，就更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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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询问组员教会分工的目的和基础

2. 教会合一的基础在哪里?

3. 请组员各自分享一下自己可以为教会付出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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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8：肢体生活

约壹 1:3说明，信徒彼此相交，是因我们都在基督里得赦免，有属

灵的生命。相交就是「彼此分享」的意思。

分享什么？

8.1 信徒要「彼此相爱」 (彼前 1:22及约 15:12-13)

8.2 要分担重担 (加 6:2)

8.3 信徒要供给别人所需要的东西。 (加 6:6及徒 2:44-45)

当我们与其他信徒相交时，必须用爱心对待别人，并且将你所拥

有的东西，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们应当帮

助他分担。 (约壹 2:3)

讨论问题：

1. 与别人相处，学习彼此相爱有什么困难?

2. 有何阻碍使你不去关心别人呢?

 建议领组时先以热身问题/简单游戏作开始，使彼此了解、熟络。

游戏建议：先预备一些纸条，各写上不同的问题，然后叫组员轮

流抽出及回答，如下：

 闲时喜欢做什么?有什么兴趣? 闲时喜欢做什么?有什么兴趣?

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遇上开心的事，会立刻做什么? 遇上开心的事，会立刻做什么?

遇有不快时，你会想起谁? 遇有不快时，你会想起谁?

何人及何事是你最珍惜? 何人及何事是你最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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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9：社交生活

怎样与人交往? (西 4:5-6)

9.1 爱惜光阴：基督徒不能脱离实际生活环境，与不信者隔离；相

反乃是把握机会，跟他们交往。

9.2 用智慧与不信的人交往：我们要在生活中，表现出基督徒的品

行来 (腓 2:14-15, 约 13:34-35, 雅 3:17)，因基督徒在地上的人

生目标是荣耀神，见証神 (林前 10:23-24&31, 约壹 4:10-12)

9.3 温和的态度不苛刻。 (弗 4:29, 罗 15:2&12:17-18)

讨论问题：

1. 以往有否一些难忘的经历，例如得到别人的帮忙、关怀等等? 当时感受

如何? 现时的感受又如何?

2. 今天的学习里，你对与人相处有什么新体验/想法?

3. 试想像，假若世上没有「爱」会变成怎样? 你愿意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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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10：见证生活

11.1 传福音的责任

‧ 太 28：19-20：大使命

‧ 徒 1：8：当我们信主后，有圣灵的临在，就得着能力，为主作见

证

讨论问题：

1. 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

2. 在我们传福音、作见证时，主耶稣曾应许我们甚么？

11.2 何为「福音」?

‧ 林前 15:3-4：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 约壹 5：11，12：赐给罪人永生

讨论问题：

1. 福音的内容包括那几个要点呢？

（组长可指导组员参看「五大奥秘」）

经文背诵：林前 15：3，4 [福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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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

活了。

11.3 怎样向人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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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自己

‧ 彼前 1：23，来 4：12：熟读福音内容，明白圣经教训

‧ 徒 1：8：与神建立良好关系，倚靠圣灵作工

‧ 多为福音的负担和自己的预备祷告，如怜悯的心（太 9：36）、智

慧（雅 1：5）、胆量（徒 4：29，31）、口才（弗 6：19）等等

‧ 祷告：为你的福音对象祷告

讨论问题：

1. 个人方面，传福音有什么要准备呢？传福音有哪些工具呢？

2. 你最渴望向谁作见证？

家人：___________ 朋友：____________ 工友：___________

2. 传福音的步骤

‧ 与未信者分享自已信主的见证

‧ 讲述福音的内容

‧ 分享自己信主后的改变

讨论问题：

如何分享自己信主的见证呢？

1. 信主前的生活，包括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性格等

2. 信主的情形，包括经过、反应、原因等

3. 信主后的改变，包括态度行为、生活动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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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课~

(一) 试写下你的得救见证，内容着重精简，可于五分钟内讲完

(二) 一些传福音的秘诀

‧ 愈简单愈好，务要对象明白清晰，尽量不要用一些宗教术语，举

例说：「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

‧ 面对一些提问时，不要怕说：「我不知道」，因信徒不是'全知'的

人，相反却是神的见证人(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故此可虚心

的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希望知道答案，若你真想知，我

可替你查考再回答你。现在我们继续讲……」，再尽力告诉对方神

在你身上所作的拯救，及你经历神的一切，例如神如何医治了你…

神如何保守了你某次的旅程…神如何听了你的祷告…等等

‧ 不论遭遇甚么反对，都说：「很高兴你提出这问题！」

‧ 不用慌张

‧ 避免争论的态度和语气，若真的不能再谈便客气地结束传福音：

「那我们下次有时间再谈吧…」，另外转去其他话题，以求保持关

系静候另一次机会，若这样回应，也是一次很好的见証(基督徒的

忍耐及柔和)，切忌激烈争辩

‧ 若遇上任何的反对都不需气馁，传福音有时是撒种，有时是收割，

记得从错误中学习

栽培 10：见证生活之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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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11：生命的成长

11.1 建立方向

加 2：20：信徒为主而活，就是生命的方向

讨论问题：

基督徒是为谁而活呢？为什么？

11.2 样达到目标

‧ 路 9：23：要舍弃自己，背起十架来跟从主

‧ 「舍弃」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爱的人物，甚至是自己的生

命，将主放在首位，按着神的心意生活

‧ 罗 12：1，2：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 申 13：4：顺服神，谨守祂的诫命

‧ 雅 1：22：听道且行道

讨论问题：

1. 舍弃是指什么呢？ 背起十字架又指什么呢？

2. 有什么事或人，令你不愿意放下来跟随主呢？

（一起为这些拦阻来祷告）

经文背诵：路 9：23 [跟随主]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