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是爱。

上帝是个仁慈、充满爱心、关心

他所有孩子的好上帝！圣经告诉

我们，他是爱你、把你当作他自

己亲爱的孩子又充满爱心的天父。

上帝是谁？上帝是
什么？



上帝是个灵。

他在某个特定的意义上，不像你和

我，因为他和他的灵超越了整个宇

宙！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到处都有他

的踪影；他无所不能——是全能的；

他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



上帝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来当作

你的家，让你居住和享用其中的一

切。上帝的整个造物不仅是他的存

在、他的力量和威严的恒定证言，

也是他的爱、关心与照料我们的最

好明证，因他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

界让我们居住！

上帝是宇宙间最根本、最伟大力量，

他是指引之光，是万能创造者，他

是创造万物的爱之灵。身为人类充

满爱与父亲形象的创造者，他为我

们预定了仁慈与美好的目的，因为

他爱你！



耶稣是谁？

上帝，伟大的造物主，是个灵。他

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绝非我们有限的智力所能理解。

因此，他就派耶稣，以人的形式，

来理解我们，向我们显示他是什么

样子。



耶稣出生在古罗马帝国的犹大省，

也就是为人所知的今日之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他的父母亲是犹太

人。他教导人们有关于上帝，又

医治病人，帮助那些寂寞、悲伤

和被压迫的人。他的一生应验了

旧约圣经里犹太先知们所预言的

“弥赛亚”（意思是指“救世

主”）。



很多人相信耶稣是一位可以原谅他们罪

过的救世主，于是他们跟随他。但是有

些人却嫉妒他。一群被称为是法利赛人

的犹太律法教师们和祭司们，对耶路撒

冷犹太圣殿的祭司长们抱怨。他们问：

“我们该怎么办？看看这个人所做的奇

迹。如果我们让他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相信他，然后我们就会失

去控制人们的权柄了。”

因此，耶稣的敌人们就计划要杀害他。

耶稣早就知道这些计划，然而，他选择

了死，为了拯救你和我。

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耶稣为我们所做

的一切，那就是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会犯错并应受罚，而无法享有到天

堂的特权。但是耶稣就像是我们的大哥，

经由他的死亡，为我们承担该受的惩罚。

借着接受他的宽恕，我们可以被原谅，

并拥有一个他要赐给我们充满爱和快乐

的生命，而且在来生可以在天堂和他永

远在一起。



但是就连他的死亡都不能满足他那

些嫉妒的敌人。为了确保他的跟随

者不会偷走他的尸体，然后宣称他

又复活了，所以他们就在他坟墓的

门口放置了一块巨石，并且要求一

队罗马士兵看守那个坟墓。

但这个阴谋后来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这些看守坟墓的士兵结果反而成了

见证人，目睹了那所有奇迹中最大

的一个奇迹。因为当他那无生气的

尸体躺在冰冷的坟墓中安息了三天

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一个永

远战胜死亡的“胜利者”！



虽然许多伟大的教师曾教导过有关

爱和上帝的事，但是事实上，耶稣

本身就是爱，就是上帝。他是那唯

一曾为世人的罪而死，并且又从死

里复活的人。

假如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可以做

下面这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来到世上，带
给我们爱和真理，求你宽恕我从前
所做的一切没有爱心的事，求你现
在进入我心里，帮我的生命有个新
的开始。阿门。



什么是救赎？

上帝把救恩设计得很简单。你所需

要做的一切，就是承认自己犯过错

误，需要上帝的宽恕，去接受他已

派耶稣为你的错误付出了。要是你

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现在

就可以接受，只要作下面这样一个

简单的祷告就行了：

亲爱的耶稣，谢谢您为我而死，使
我的错误和过失都能得到宽恕。现
在，我打开我的心，请求您，耶稣，
进到我的生命中来吧，把永生无偿
地赐给我。阿们。



救恩并不是做好事的回报。做好

事不可能使你进入天国。你得救，

完完全全是靠着对耶稣的信心。

你不必担心会不会失去救恩，也

不必担心怎样才能保住救恩，因

为靠恩典所得的永生，意思就是

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一旦

接受了耶稣作救主，你就是上帝

的一个得救的孩子了！你现在就

已经拥有了永生，并且是不会失

去它的。



尽管你不完美，也必定会犯错误，
可不管怎样，上帝都会救你。救
恩是永恒的。他已经把它赐给了
你，他也不打算把它收回去。它
是你的！耶稣说：“我永远不会
离开你们，我永远不会抛弃你
们。” （希伯來書 13:5）



圣灵是谁?

耶稣被复活后不久，就应许许门徒，

要派一位安慰者（保惠师），即圣

灵来，加强他他们属灵的生活以及

与他的关系，并且在两个方面引导

他他们，给他们力量。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会拥有某种程

度的圣灵。得救就如同往一个杯子

里倒水一样。当你被圣灵所浸洗时，

你就会被圣灵所浇灌，并被它充满

到溢出来的地步！



上帝就是爱的灵，所以当他圣灵给
你，他就是在向你倾注他的爱，直
到你从上到下全被灌满，而且他还
会继续倾注下去，直到你再也无法
容纳，爱从你心中迸发而出，流到
他人身上为止。

你不仅仅只被圣灵充满一次而已，
当你每天阅读圣言和祈求祂给予你
更多的爱时，你就会被祂的圣灵重
新地充满了。你从祂那里得到的“
爱”越多，你的心就会越发充满和
洋溢着爱，使你都无法容下它来。
然后，当祂的爱从你那里流溢到他
人的身上、让他们也被祂的“爱”
所充满时。



最奇妙美好的是：你现在就能被

上帝的圣灵所充满。你只须请求

祂就行了。

“亲爱的耶稣，请您用圣灵来充

满我，使我能够更爱您和爱别

人。”



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一

本书。它不仅告诉我们要去哪儿，

还告诉我们是怎样来到世上的，

为什么来到世上，以及在世上的

时候，怎样活着和怎样快乐，怎

样永远拥有爱、幸福、喜乐与平

安。

最奇妙的就在于，《圣经》可以

使你和它的作者——爱的上帝，

宇宙的创造者之间建立一种令人

兴奋的，充满爱的私人关系。



圣经是基督徒的圣书。它由两个

主要部分组成:旧约全书和新约全

书。圣经包含了66本书，由大约

40位不同的作者受到上帝圣灵的

感动而写出。

圣经里的不同书卷前后经过1，

500年写成。这1，500年的时间从

摩西时代，也就是大约3，400年

前算起，以大约1900年前写成的

启示录为结尾。



旧约全书中有很多关于弥赛亚或

那位恩膏者的预言，他被称为

“伟大上帝”或“永久父亲”的

“儿子”。这些预言在耶稣基督

诞生前数百年就被写下来了。



新约全书包含早期基督徒时期的

作品。

➢ 前四本书是福音书，分别叙述

了耶稣的生活。

➢ 接下来是使徒行传，叙述早期

基督徒在耶稣升到天堂后所成

就的事情。

➢ 其余的大多数书卷，是早期基

督徒领袖写给个人或一群信徒

的使徒书或信。

➢ 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是对未

来的预言。



第一次读《圣经》，你不能从第一

页开始读起。最好可能是从《约翰

福音》开始，因为它包含了最多耶

稣所曾说过的话语，并勾勒出他为

你的生命所做出的爱的规划。



什么是祷告？

祷告其实就是和耶稣之间的交流，

就像你跟好朋友谈话一样。

把你心里所想的告诉耶稣。他喜欢

听你倾诉。他要么会解决你所面对

的困难，要么赐给你力量，帮你度

过这些难关。



你不必遵循任何程序，他总是可

以听见你。祷告是否有效并不取

决于你身在何处，而是取决于你

心在何处。

耶稣来，是要使我们获得永生，

并终生陪伴我们。你可以将耶稣

想象成一位忠实的伙伴，时常在

你左右，给你忠告和安慰。



获得上帝的输入

上帝关心你吗？他希望提供解决方

法给你的问题，祝福你的努力，帮

助你在人生中有最大的收穫，使你

成为最好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他

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吗？是的，是的，

他会告诉你！

他知道你有问题和烦恼，而且希望

给你答案。所以，他创造了双向的

交通，他和你之间的管道，让你能

借着祷告对他说话，并得到他直接

要告诉你的信息。他希望对你说话，

引导你和他拥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

借此改善你的人生。



你可以从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

花一刻跟上帝说话，就像是跟一

个亲近的朋友谈话那样。如果你

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就直接问他

吧。或许你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想

要问他，只是想聆听他会对你说

些什么。无论哪种情况，当你告

诉他你希望聆听他对你说话以后，

就尽力安静下来，聆听他的回答。



有时候上帝会让你想起一句你熟悉

的经文，来对你说话。当你把它应

用在你求问他的特别情况下，那就

是你所需要的清楚而简单的答案。

有些时候，上帝可能会告诉你一个

全新的信息，那是他从未对任何人

讲过的话 。你很容易会将这个内心

的微小声音，视为自身的想法，尤

其是当你刚开始学习聆听上帝的声

音时。可是当你真诚地求上帝对你

说话时，他必会这么做的。“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他叫灵性上饥

饿的人饱得美善的事物。



每天试试花一刻祷告，感谢上帝

他的恩惠。然后求问他关于你当

天的问题，花几刻来聆听他的见

解，和他可能希望对你说的其他

事情。当你养成聆听上帝的习惯

时，这么做就会变得更容易。他

答应会对你说话，而他的确会的。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信？只是信仰上帝。

亚伯拉罕有信心，蒙上帝召唤的时

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

不知往那里去。 摩西有信心，照着

上帝的吩咐离开埃及，也不知道自

己的落脚点会在哪里。喇合有信心，

她保护了以色列的探子。因此在上

帝摧毁耶利哥的城墙时，她受到了

保护。上帝曾帮助过他们，他也会

来帮助我们。

上帝拥有无穷尽的力量，但要接通

这力量，你需要一个导线。信心就

像是一根导线，把上帝的大能输送

到器具那里。



信心其中一个定义是“信任或信

赖另一个人的能力。”信心是知

道我们本身没有能力，但仍去做

上帝要求我们去做的事，因为我

们相信他的能力会通过我们做工。

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那么我们该怎样增强我们的信心

呢？圣经告诉我们：“可见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

话来的。”

无论我们是谁，上帝说的是我们

的语言。他用我们所能理解的语

言交流。当我们安静地与他共处

时，他会透过圣经、其它受圣灵

感动的著作或是沉静微小的声音，

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能够得到

他的信息。

亲爱的上帝，我的信心时有软弱，

但你却是那坚实的地基，而我可

以信任。



赞美

“赞美”是 “充满感激的尊敬或

崇敬。” 赞美是在赞扬上帝的恩

惠慈爱和恩典。

圣经上说，一切造物都赞美上帝。

它还说，这是因为他本该受到赞美。

赞美也对我们有益。它推动我们，

让我们来到充满慈爱的上帝面前，

加强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并使我

们的灵性变得坚强。当我们一心想

着上帝，赞美他的恩惠慈爱时，他

会更新我们的灵性，增加我们的信

心，使我们充满平安和满足。



在我们最不想赞美的时候赞美上

帝，会很困难，但其实，那才是

我们最需要赞美的时刻，而且也

是赞美会产生最大效果的时刻。



在你心中默默地、或是出声对上

帝说话。祷告、歌唱、呼喊，甚

至欢喜跳跃，无论你想用什么方

式来表达感激之心都行。如果你

不知道该赞美上帝什么，以下有

些点子，可让你作为开始︰

➢ 赞美上帝的恩典。

➢ 赞美上帝的美善。

➢ 赞美上帝的慈爱。

➢ 赞美上帝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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