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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 基础福音点 

第 4点—信/受洗 

 

引言： 

这课学习第四点基础福音点, 信/洗礼。 
 

重要性： 

一个人听完开头的三个福音点后，他已经听到了事实，就是上帝爱他，他是一个罪人，并

且耶稣为他的罪受迫害而死，成为他的替代。圣灵给他信心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

重要的是，他能表达出这个信心，并且计划洗礼。 

 

目标： 

通过学习这课，学生能够解释第四点，信/受洗。  

 

大纲： 

1.  上帝大能的话语 

2.  传福音的目标—人能相信耶稣且受洗 

3.  信心—上帝的一切作工 

 

课堂： 

 

作业讨论： 

1. 完成填空的作业有任何问题吗? 谁愿意读出他的答案? 

2. 看图，一起读出有关每一幅图的词。 

1) 母亲代替小女孩而被蜜蜂所蛰 

2) 法官代替杀人犯为他承受死刑   

3) 母鸡代替小鸡们为它们而被烧死  

3 在中国历史中，有什么关于英雄为救别人，取代他们的位置作出牺牲的故事，你能给大

家分享?你如何用故事的人物填入以下空白处。   

____________代替________________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始活动： 

1. 开始的三个福音点是什么?  [爱，罪，代替] 

2. 第四个点是什么?  [信/受洗] 

3. [教学笔记：问学生他们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如果课堂人多，就问谁受了洗超过二十

年，十至二十年，五至十年，少于五年，少于一年。] 

 

1. 上帝大能的话语 

 
╬罗 10:17  一个人如何获得信心?  [藉着听上帝的话语]  为了帮助一个人相信，最重要与他

分享什么?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可划分成两个主要教义，叫 律法和福音。 

1.  律法—我们有罪的： 

1) ╬罗 13:10 下     用一个什么字来概括成全律法?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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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 12:30-31  这些话谁说的?  [耶稣] 

a. 在 30节里, 我们要去爱谁?  [上帝] 

b. 在 31节里, 我们要去爱谁?  [我们的邻居]  谁是我们的邻居?  [每一位] 

c. 因此，如果我们要成全律法，我们会爱谁?  [上帝和每一位人] 

3) 我们成全了这爱的律法了吗?  [没有] 

4) ╬罗 3:20下  这律法指明了什么?  [就是我们有罪] 

 

2. 福音—上帝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1) ╬多 3:5 

a.  “我们所行的义”是什么意思?  [我们所做的善事] 

b. 我们能借着做善事而得救吗? [不能] 

c. 按照这节经文，我们为什么会得救?   [凭上帝的怜悯] 

d.  “重生的洗”是什么意思?  [洗礼]  借着洗礼, 谁给我们新生命?  [圣灵] 

2) ╬罗 2:4 下  上帝的仁慈驱使我们做什么?  [悔改] 

3) 福音告诉我们，藉着相信和受洗而得着上帝的救恩。在哪里找到经文?  [可 16:16] 
 

3. 因此，当我们传扬上帝的话语时，应该在哪两个教义上取得平衡？[律法与福音] 
1) 律法—我们不应只说律法，只告诉关于地狱的恐怖而不说关于上帝的爱，导致他们

惊吓而相信。 笔记：╬耶 31:3 下  上帝用什么来吸引我们到祂身边？[祂的爱] 
a. 如果我们讲的大多数都是地狱，听者会对上帝有什么错误的概念？  [关于上帝最

重要的事就是祂要审判人，且要把他们打进地狱] 

a) ╬太 25:41 下  按照这节经文，上帝造地狱是给谁的？[魔鬼和他的使者] 

b) ╬提前 2:4  上帝要任何人入地狱吗，就是—不得救？ [不要] 

b. 我们说律法的目标是什么?  [那个人可能会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需要悔改] 

 

2)  福音—不要只说福音，就如每个人无论他们是否相信和洗不洗礼都能上天堂一样。 
a. ╬可 16:16 按照这节经文，得救的前提是什么?  [信和洗礼] 

b. 如果有个人不相信，又不要洗礼，他还能得救吗?  [不能] 
c. ╬徒 4:12  按照这节经文，一个人可以藉着其他东西而不藉着耶稣而得救吗?  [不

能]  
d. ╬罗 1:16  传讲大能的福音时，我们会有什么感受?  [传讲好消息时感到光荣]  为

什么?  [因为上帝的能力，使救恩临到信祂的人身上]  

e. 最重要的是，我们传讲福音时希望什么?  [那人会得救] 

 
结论： ╬徒 2:38  当一个人听到上帝的话语时，圣灵会驱使他做什么?  [相信，悔改和受洗] 
 

2. 传福音的目标—人能相信耶稣且受洗 

 

1. 信 (信心) 

1) ╬来 11:1 上  如果我们有信心, 能确信希望会成真吗?  [能]  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子。 

a. 有两姐妹，她们的关系很亲密。经常互相帮助。一天，其中妹妹对姐姐说：

“我害怕明天去看医生和知道血液测试结果，感谢你与我一起去。”另一个回

答：“当然啦！但你都没有问我，是如何知道我会与你一起去的？”妹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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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分钟前我问你明天是否有空，你说有空。我很清楚你，相信如果你有

时间的话就会陪我去看医生。” 

a) 妹妹的希望是什么?  [姐姐能陪她去看医生] 

b) 她为什么能保证姐姐会陪她看医生?  [从她的经历当中，已经学会相信她姐

姐会帮助她]  

c) 换句话说，妹妹有信心。即使不用问姐姐，姐姐也会陪她看医生。 
d) 这就是对希望的事有保证。 

b. 再给另一个生活经验中的例子。[教学笔记：给学生机会想想其他生活中，人与

人互相信任的例子] 
c. 关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不只是希望祂会原谅我们，有一天带我们上天

堂。而是有确信希望会实现。我们确信藉着耶稣基督，上帝会原谅我们并且有

一天带所有基督徒上天堂 
 

2) ╬来 11:1 下  如果我们有信心, 你能否确定没见到的事物是真实的吗? [能] 

a. 生活中有些我们不能看见的事物，你还能相信它存在吗?  [相信] 

b. 举个例子是我们不能看见，但存在的事物?  可能答案：空气，电，爱] 

c. 关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哪怕不能见到他，未见过天堂，依然确信上帝是存在

的，爱我们的，藉着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基督徒都会被带到天堂。 

 

3) 信心由知识、赞同、相信组成  ╬徒 8:35-38  

a. 知识—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基础福音知识。谁告诉太监关于耶稣的好消息?  [腓

利] 

b. 赞同—我们愿意承认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在经文第 37 节，太监说了什么表明他

所相信的?  [“我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c. 相信—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并会作出某种回应。我们想听更多，学习如何向上帝

说话，想洗礼等等。在经文第 36节，太监说了什么表明他已经信耶稣了?  [“看

那，这里有水！我洗礼有什么妨碍呢?”] 

 

4) 用“走绳索的人”的故事来明白信心。 

一起来看你书本的组图，思想第 5课描绘的是什么故事。 ►2.  走绳索的人图画(第

__页)。图画分三行，每一行从左到右学习。[教学笔记：给学生几分钟时间看图，

然后一幅一幅图来问] 

a. 以下是每一幅图画的解释 

a) 有一大群人集中在瀑布的高处。 

b) 他们在观看走绳索的人试图从瀑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c) 他们担心他会随时滑倒，跌死。 

d) 他很有信心继续走绳索。 

e) 当他走到瀑布的另一端，所有人为他的成功都欢呼喝采。 

f) 他问, “你们相信我背一个人在肩上，再走一次吗?”  所有人都相信他能做

到。 

g) 他问, “谁会让我背他?”  全部人都说, “不是我!” 

h) 然后，一位小男孩向前走出来同意让他背。 

i) 走绳索的人就背着小男孩在肩上安全地横越瀑布。 

j) 人群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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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让我们一起思考故事的含义 

a) 信心的三个部分是什么?  [知识, 赞同，相信] 

b) 人群看到走绳索的人成功横越瀑布后，他们在知识上知道他能做得到。 

c) 当走绳索的人问到人群是否相信他能背一个人再走一次时，他们全部人都说
相信。这表明信心的第二部分是什么?  [赞同] 

d) 当走绳索的人问到谁愿意让他背的时候，除了一个人以外，人群都说了什么?  

[不]  他们在信心上缺乏了什么?  [相信] 

e) 最后，谁竟然对走绳索的人有完全信心?  [小男孩]  他是如何表现出信心?  

[愿意被走绳索的人背] 

f) 你认为小男孩是谁?  [走绳索的人的儿子] 

g) 当我们思考这个故事时，提醒我们圣灵所做的三件事。 

(1) 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时，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作工。藉着上帝的话

语，我们对上帝的爱和赦免就有了知识。 

(2) 圣灵带领我们口里承认上帝的话语是真的，那叫什么?  [赞同]   

(3) 圣灵引领我们悔改，洗礼，让耶稣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试炼，死后上天

堂，这叫什么?  [相信]. 

 

5) 圣灵在人听到上帝的话语后就作工。我们要给听者一个机会表达他们某方面的信

心。从某程度来说，他能对上帝的话作个回应。 

a. ╬诗 51:10 上  在这节经文上，怎样的简单祷告或许能鼓励一个人去祷告?  [上帝

啊，求你为我造清洁心.] 

b. 我们为什么会鼓励一个人去祷告，并且求上帝给我们清洁的心?  [这样的话，他

透过祷告能直接与上帝交通，悔改，得着赦免而重新有新的生命] 

 

c. 意识到是圣灵在人的心里创造信心是很重要的。加上，人不是“做决定”跟随

基督。而是表达出来圣灵已经赐给了他的信心，这一点在将来的课中作详细解

释。 

 

2. 洗礼 

当我们向某人传讲基督，他相信了，我们会鼓励他去洗礼。以下是一些洗礼的益处。 

1) ╬约 3:5-6  进上帝的国 

a. 第 5节，水指什么?  [洗礼] 

b. 第 6节，藉着洗礼，谁给人重生?  [圣灵] 

2) 脱离敌人   

藉着洗礼，从哪三种敌人中得救? 

a. ╬徒 2:38, 22:16  [罪] 

b. ╬罗 6:3, 5, 林前 15:53-54  [死] 

c. ╬来 2:14 下  [魔鬼 l]   
 

结论 

当人信基督后会做什么?  [洗礼]  哪两样事是得救前必要做的?  [信和受洗]  因此, 我们向人

传福音有什么希望?  [希望他相信基督而且受洗]  

 



 

 5 

3. 信心—上帝的一切作工 

 
1. 上帝在人的信心上作工，因此人就能到耶稣前跟随祂。 

1) ╬约 6:44  谁说了这些话?  [耶稣]  谁吸引人到耶稣前?  [父] 

2) ╬林前 12:3 下   

a. 谁给人能力悔改, 而且说‘‘耶稣是主.’’?  [圣灵] 

b. 任何人没有圣灵在他身上作工能说“耶稣是主”吗?  [不能] 

c. 在你向某人传讲了上帝的爱、他自己的罪、上帝定意洁净他的罪后，你期待上

帝会给哪人什么?  [信心] 

 

2. 是上帝给人信心悔改和相信，所以我们应将荣耀归上帝。 

1) 初信者 不应取得荣耀。我们不应为初信者作出跟随基督的 “决定” 而恭喜他。        

a. 假设一个人需要大量的金钱动手术，而他的朋友给了他金钱 

b. 人会因为这个病人接受金钱而赞美他吗? [不会]   

c. 他们要赞美谁?  [他的朋友]  为什么?  [为他的慷慨和给予朋友金钱]   

d. 同样地，当上帝赐给人救恩，给他信心去相信，谁应被赞美?  [上帝] 

2) 传福音的的人不应取得荣耀。 

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是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为成功劝说这人相信耶稣而激动

吗?  [当然不应该]  某人相信基督，荣耀应归谁?  [归给三位一体的真上帝—圣父、

圣子、圣灵]   

 

3. 我们传福音会得到不同的回应。 ╬徒 17:32-34   

1) 保罗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传道时，所有人都相信吗?  [不]   

2) 有什么的回应?  [有些讥诮他、有些想再听他说、有些相信了] 

3) 我们传福音，应该期待每个人 都悔改和相信吗?  [不] 

4) 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企图强迫人马上悔改、相信吗?  [不应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工作只是传福音。我们信靠圣灵用真理感动人相信耶稣] 

5) 如果人不相信我们向他所传的救恩信息，我们应该归咎为是自己的失败吗?  [不应

该]  为什么?  [因为这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使人相信，是在于上帝大能的话语。

我们清楚地传福音，是做了该做的。上帝会使用我们所传讲的，在听者心里作工] 

 

作业： 

 

让我们一起读出作业  ►作业: (第__页) 

 

第 5 课答案 

 

1.  上帝大能的话语 (第__页) 
 

 
 

 

2.  传福音的目标—人能相信耶稣且受洗 (可 16:16)      

     1.  相信 (信心) (第__页) 

 
 赦免，确信，上帝，洗礼 

律法，福音，律法，福音，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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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走绳索的人 (第__页) 

  

 
    
 

 

 

 

 

        
  2.  洗礼 (第__页)  

 
 

 

 

 3.  信心—上帝的一切作工  (第__页) 

    

   a. ….他们有知识 知道他可以做到。 

   b.  他们说相信他做到，表明他们的赞同。  

   c.  他们没有信任。 

   e.  我们听到上帝的话(知识), 口里承认上帝的话是真的(赞同)，并

且愿意让耶稣，圣灵引领我们悔改，洗礼，让耶稣带领我们走过人

生的试炼，死后上天堂，这叫什么?  [相信]. 
 

 
 

 

罪, 死, 魔鬼 

罪，罪，荣耀，荣耀，相信，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