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是誰？上帝是什麼？

上帝是愛。

上帝是個仁慈、充滿愛心，關心祂在

每個國家裡所有孩子的好上帝！聖經

告訴我們祂是一位愛你、把你當作祂

自己親愛的孩子又充滿愛心的天父。



上帝是個靈。

祂在某個特定的意義上，

不像你和我，因為祂和

祂的靈超越了整個宇宙！

上帝是無所不在的-到

處都有祂的蹤影；無所

不能-祂是全能的；和

無所不知-祂什麼都知

道！



上帝創造了這個美麗

的世界來當作你的家，

讓你居住和享用其中

的一切。上帝的整個

造物不僅是祂存在、

祂的力量和威嚴的恆

定證言，也是祂的愛、

關心與照料我們的最

好明證，因祂創造一

個美麗的世界讓我們

居住！

上帝是宇宙間偉大的

基本力量和指引之光，

萬能創造者，祂是創

造萬物的偉大愛之靈。

身為人類充滿愛與父

親形象的創造者，祂

愛你！



耶穌是誰？

上帝是無所不能、無

所不知和無所不在的。

就只是這個概念，對

我們來說，是很難理

解的！但是上帝深愛

我們，並想要我們能

夠認識祂、愛祂。所

以，祂派遣自己的兒

子耶穌基督，以凡人

的樣式來到世上，好

讓我們藉著耶穌得以

了解上帝本人是怎樣

的。



耶穌出生在古羅馬帝

國的猶大省，也就是

為人所知的今日之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祂

的父母親是猶太人。

祂教導人們有關於上

帝，又醫治病人，幫

助那些寂寞、悲傷和

被壓迫的人。祂的一

生應驗了舊約聖經裡

猶太先知們所預言的

「彌賽亞」（意思是

指「救世主」）。



很多人相信耶穌是一位可以原諒他們

罪過的救世主，於是他們跟隨祂。但

是有些人卻嫉妒祂。一群被稱為是法

利賽人的猶太律法教師們和祭司們，

對耶路撒冷猶太聖殿的祭司長們抱怨。

他們問：「我們該怎麼辦？看看這個

人所做的奇蹟，如果我們讓祂繼續這

麼做下去的話，每一個人都會相信祂，

然後我們就會失去控制人們的權柄

了。」

因此，耶穌的敵人們就計劃要殺害祂。

耶穌早就知道這些計劃，但祂卻選擇

為你和我犧牲了祂的生命。

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解釋耶穌為我們所

做的一切，那就是我們都像小孩子一

樣，我們會犯錯並應受罰，而無法享

有到天堂的特權。但是耶穌

就像是我們的大哥，經由祂

的死亡，為我們承擔該受的

懲罰。藉著接受祂的寬恕，

我們可以被原諒，並擁有一

個祂要賜給我們充滿愛和快

樂的生命，而且在來生可以

在天堂和祂永遠在一起。



可是即使祂的死，仍無

法讓嫉妒祂的敵人滿足。

為了確保祂的追隨者不

把祂的屍體偷走，宣稱

祂從死裡復活，他們就

在祂的墳墓口放上一塊

大石頭，並派一隊羅馬

士兵守護。

這個計畫結果證明無效，

因為這些士兵成了最大

奇蹟的見證人。耶穌的

屍體在那個冰冷的墳墓

中躺了三天之後，從死

裡復活了，永遠戰勝了

死亡和地獄！



儘管許多偉大的導師講

過和教導過愛及有關上

帝的事，但耶穌就是愛，

就是上帝！耶穌是唯一

為世人的罪而死，並從

死裡復活的人。祂是唯

一的救主。

藉著做以下這個小禱告，

你現在就可以擁有耶穌

和祂天堂般的愛在你心

中：

耶穌，我相信您是上帝
的兒子，您曾為我而死。
我請求您進入我的生命
中，給我您那永生之禮
物。阿們。



什么是救恩？

救恩是個禮物。

你只需邀請耶穌

進入你的心中。

祂已在你心門外，

等你開門。如果

你還不曾這麼做，

現在就可以作以

下這個簡短的禱

告：

親愛的耶穌，我

打開心門，請您

進到我的生命中

來，以您的愛來

充滿我。阿們。



救恩不是獎賞，獎賞你做的

善事，或沒做的惡行。它是

一份禮物，不是你靠個人什

麼行為所能贏得的。

你不必擔心自己是否會失去

救恩，也不必考慮如何保存

救恩。一旦你接受耶穌基督

做你的救主，便沒有這樣那

樣的要求了，你已是一個得

救了的上帝孩子！你現在已

經有永生了，你是無法失去

它的。



即使你不完美，且難免犯錯誤，上帝仍會救
你。救恩是永恆的。上帝已經賜予你救恩，
便不會再收回。救恩已是你的了！耶穌說，
“我決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 （希伯来
书 13:5）



聖靈是誰？

耶穌被釘十字架和復活後

不久，就應許門徒，要派

一位安慰者（保惠師），

即聖靈，來加強他們屬靈

的生活以及與祂的關係，

並且在這兩方面引導他們，

給他們力量。

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有某

個份量的聖靈。得救就如

一個杯子被倒進一點點水

一樣，但是當我們被聖靈

浸洗時，就像一杯灌滿水

的杯子。



上帝就是愛的靈，所以
當祂用聖靈給你施洗時
，祂就是在向你傾注祂
的愛，直到你從上到下
全被灌滿，而且祂還會
繼續傾注下去，直到你
再也無法容納，愛從你
心中迸發而出，流到他
人身上為止。

我們不但只是被聖靈充
滿一次而已，當我們每
天閱讀聖言，及每當我
們求祂給予更多愛時，
我們就會重新被聖靈充
滿。我們從祂那裏得到
愈多祂的「愛」，我們
的心就愈充滿了愛，直
到我們無法容納它。然
後，當愛從我們流溢到
他人身上時，他們也會
充滿祂的愛。



而最奇妙的是，你也能夠被上

帝的聖靈所充滿─ ─現在就

可以！你所要做的，只是請求

上帝把聖靈賜給你。

「親愛的耶穌，請用您的聖靈

充滿我、到滿溢的地步，所以

我能夠更深愛您和別人。阿

們。」



聖經是什麼？

聖經是全世界最神奇

的一本「書」！它不

但告訴我們將來會到

那裡去，也告訴我們

當初是如何來到這個

世上，以及我們活在

世上的目的為何，還

有在世上時該如何存

活並得到快樂，並如

何擁有永遠的愛、幸

福、喜悅和平安。但

最重要的是，聖經包

含上帝本人的靈與生

命。上帝藉著它使我

們充滿祂的生命、光

和力量。



聖經是基督徒的神聖

書籍。它由兩個主要

部分組成:舊約全書和

新約全書。聖經包含

了66本書，其作者大

約有40位，他們全是

受到上帝鼓舞的作者。

聖經裡的不同書卷前

後經過1，500 年才寫

成。 這1，500 年的

時間，從摩西時代也

就是大約3，400 年前

算起，以大約是在

1900 年前寫成的啟示

錄做為結尾。



舊約全書有很多和彌賽亞或

救世主有關的預言，祂被稱

為「偉大上帝」或「永久父

親」的「兒子」。這些預言

在耶穌基督誕生前數百年就

被寫下來了。



新約全書包含早期基督

徒時期的神聖作品。

➢ 前四本書是福音，這

四本書分別敘述了耶

穌的生活。

➢ 下一本是敘述耶穌上

升到天堂後，早期基

督徒的故事之使徒行

傳。

➢ 其餘大多數的書卷，

是早期基督徒領袖寫

給個人或不同隨從者

的使徒書或信。

➢ 最後一本書是啟示錄，

這是本充滿有關未來

的預言之意象。



如果你先讀第四部福音

書，即約翰福音的話，

你會發現這是一篇最容

易懂的福音，它包含了

最多耶穌所曾說過的話

語，並勾勒出祂爲你的

生命所作出的愛之規劃！



什麼是禱告？

禱告並不只是一種宗教

儀式或傳統習慣，它是

你與上帝之間活生生的

個人溝通！

耶穌想要做你最親近的

摯友，當你呼求祂的幫

助時，祂總是願意聽你

說話。祂會藉著供應你

所需要的幫助、醫治、

指引、安慰，滿足你在

靈性和物質上的需要，

來回答你的禱告。



你身在何處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心在何

處。

耶穌來，是要使我們

獲得永生，並終生陪

伴我們。你可以將耶

穌想像成一位忠實的

夥伴，時常在你左右，

給你忠告和安慰。



耶穌跟我說話

上帝很想要回答我們

的問題和幫助我們解

決困難，在我們沮喪

的時候鼓勵我們，並

與我們一同分享我們

的勝利與快樂。祂想

要參與我們的生活，

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

份，使我們能了解體

驗到祂對我們的愛有

多麼獨特而真實。



上帝說話的方式有

很多種。在你讀聖

經時，祂經常會讓

某句經文變得很突

出，來啟發你如何

將它運用到你的狀

況中，或它如何可

以回答你可能有的

問題。祂也可能會

透過清晰生動的夢

或異象向你說話。

祂還會藉著屬上帝

的商議者。



上帝也可以直接對你說

話。當我們安靜下來，

清除心中其他雜念，請

祂對我們說話，然後靜

候答覆時，祂會對我們

的心說話。有時祂甚至

可能不用話語表達，只

是給你一個印象或內心

信念，有點像是對某個

特定情況所生的直覺認

知。



上帝那麽愛你而且希

望能與你直接溝通。

祂對你深感關心，並

想要成爲你生活中的

一部分。祂知道你生

命中必須面對各種問

題和困難，而祂想要

給你答案和解決方法。

祂同時還想對你本人

傾訴充滿愛和鼓勵的

話，好讓你在遇到困

難時能增強信心和安

全感。最重要的是，

祂很想讓你知道祂是

多麽地愛你。

如果你還未學會讓耶

穌對你說話，那就請

祂教導你吧。祂想要

教導你，而且也一定

會教導你。這是一個

只需要求、就可得到

的禮物。然後，當祂

一旦給了你這個禮物

之後，給祂很多機會，

讓祂對你說話。



什麼是信心？

什麼是信心？只是相信

上帝。

亞伯拉罕有信心，當他

蒙上帝召喚時，就遵命

出去。出去的時候，還

不知往那裡去。 摩西

有信心，他照著上帝的

吩咐離開埃及，也不知

道自己到後來情況會如

何。喇合有信心，她保

護了以色列的探子。因

此當上帝摧毀耶利哥的

城牆時，她得到了保護。

上帝曾幫助他們，祂也

必會幫助我們的。

上帝擁有無窮盡的力量，

但要接上這力量，你需

要一個管道。信心就像

是把上帝的大能從能源

輸送到器具的那條電線。



信心其中一個定義是

「信任或信賴另一個

人的能力。」信心是

知道我們本身沒有能

力，但仍去做上帝要

求我們去做的事，因

為我們相信祂的能力

會透過我們做工。耶

穌說︰『我的恩典夠

你用的，因為我的能

力，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哥林

多後書12:9)



那麼我們該怎樣增強我

們的信心呢？聖經告訴

我們：「可見信道（信

心）是從聽道（聆聽）

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

話來的。」 (羅馬書

10:17)

無論我們是誰，上帝說

的是我們的語言。祂用

我們所能理解的語言與

我們溝通。當我們安靜

地與祂共處時，祂會透

過聖經、其他受聖靈啟

發的著作或是沉靜微小

的聲音，對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能夠得到祂的

訊息。

親愛的上帝，我的信心

有時會軟弱，但您是我

可完全信靠的堅實基石。



讚美

「讚美」是「充滿感

激的尊敬或崇敬。」

讚美是在讚揚上帝的

恩惠慈愛和恩典。

聖經上說，一切造物

都讚美上帝。它還說，

這是因為祂本該受到

讚美。

讚美也對我們有益。

它推動我們，讓我們

來到充滿慈愛的上帝

面前，加強我們與祂

之間的關係，並使我

們的靈性變得堅強。

當我們一心想著上帝，

讚美祂的恩惠慈愛時，

祂會更新我們的靈性，

增加我們的信心，使

我們充滿平安和滿足。



在我們最不想讚美的時候

讚美上帝，會很困難，但

其實那時才是我們最需要

讚美的時刻，而且也是讚

美會產生最大效果的時刻。



在你心中默默地、或

是出聲對上帝說話。

禱告、歌唱、呼喊，

甚至歡喜跳躍，無論

你想用什麼方式來表

達感激之心都行。如

果你不知道該讚美上

帝什麼，以下有些點

子，可讓你作為開

始︰

➢ 讚美上帝的恩典。

➢ 讚美上帝的美善。

➢ 讚美上帝的慈愛。

➢ 讚美上帝的救恩。



愛的使者

上帝經由祂的兒女，

在努力向世人顯現自

己的模樣。耶穌說︰

「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翰福音20:21）



耶穌到世上來，就是要愛

世人，祂呼籲我們在生活

中的各方面，也同樣這麼

做。只有藉著我們，他人

才能獲得祂的喜樂、平安、

愛、快樂和天堂。

你能夠開始藉著對他人充

滿愛心的付出，來告訴他

們有關耶穌。即使你做的

一些小事情，也能具有重

大意義。你明亮的微笑，

你和藹親切的臉龐，你的

生命，能感化照亮許多人

的生命。



身為基督徒，我

們是上帝之愛的

使者；我們所表

現的仁慈，在傳

達上帝的愛與關

懷，並可幫助吸

引他人，贏取他

們歸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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