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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
救恩
恩典时代
罪
忍受历练，得以成长
知足的心
明确救恩
感恩的心
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

12. 救恩
提多书 3：5，6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
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
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
新 。圣灵就是 神藉着耶稣基
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
上的，

1. 神的道
提摩太后书２：１５
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
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

使徒行传 16：30，31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
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
救？”他们说：“当信主耶
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提摩太后书３：１５－１７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
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 神所默
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
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 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

彼得前书 1：18，19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
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
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
督的宝血，如同无暇疵、无玷
污的羔羊之血。

希伯来书４：１２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
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
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
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
主意都能辩明。

罗马书 3：23，24，25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
的荣耀，如今却蒙 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
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
信，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他用
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
罪，

诗篇１１９：１１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
得罪你。
歌罗西书１：２５
我照 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
作了教会的执事，要把 神的
道理传得全备，

贴撒罗尼迦前书 2：13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 神，
罗马书 6：23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 神的道，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 神 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
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乃以为是 神的道。这道实在是
里，乃是永生。
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
人心中。
学习者签名：

日期

学习者签名：

日期

2.救恩
以弗所书 2：8，9，10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
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
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 神所预
备叫我们行的。
罗马书 4：5
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
义的 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11. 神的道
诗篇 12：6，7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
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
人。
诗篇 119：105，130，14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
上的光。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
人喜爱。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
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 诗篇 138：2b
的义。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
你所应许的。
罗马书 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 罗马书 10：17
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
我们显明了。
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以弗所书 1：7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
的恩典。
哥林多前书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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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书 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
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
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
以弗所书 6：16，17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
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

罗马书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 马太福音 4：4
的荣耀，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
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学习者签名：
日期

话。’”

3．恩典时代（1）
以弗所书：3：1-11
因此，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
学习者签名：
日期
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
10.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
祷。谅必你们曾听见 神赐恩给
罗马书 11：13
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 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
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 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的职分（“敬重”原文作“荣耀”）。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
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
罗马书 16：25，26
惟有 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 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
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 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
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 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
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 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
着永生 神的命，藉众先知的书 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 神
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
道。
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
哥林多前书 14：37，38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 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
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 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
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 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
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
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创造万物之 神里的奥秘，是如
提摩太前书 1：15，16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 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
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 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 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 神从万
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 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
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 所定的旨意。
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
学习者签名：
日期
永生的人作榜样。
提摩太前书 2：4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学习者签名：

日期

4. 恩典时代（2）
歌罗西书 1：
25，26，27，28
我照 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作

了教会的执事，要把 神的道理
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
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
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叫他们
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
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
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
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
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
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 神面
前。
加拉太书 1：11，12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
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
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
稣基督启示来的。

9.感恩的心
以弗所书 5：
17，18，19，20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
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
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
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
父 神。
腓立比书 4：4，5，6，7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
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
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
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是
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
们所要的告诉 神。 神所赐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
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罗马书 15：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
役，作 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 歌罗西书 3：17
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
圣洁，可蒙悦纳。
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
他感谢父 神。
以弗所书 1：9，10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
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学习者签名：

日期

罗马书 6：17，18
感谢 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
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
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
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
义的奴仆。
哥林多后书 9：15
感谢 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
赐。

学习者签名：

日期

8. 明确救恩
以弗所书 1：12，13，14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
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
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
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
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
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
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 神
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
赞。
罗马书 5：8-11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在作罪人的
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
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
免去 神的忿怒。因为我们做仇
敌的时候，且藉着 神儿子的
死，得与 神和好；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
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主耶稣基
督得与 神和好，也就藉着他以
神为乐。

学习者签名：

日期

5.罪
罗马书 6：1，2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
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
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
仍在罪中活着呢？
罗马书 6：6，7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
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
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
人是脱离了罪。

罗马书 6：11-15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
死的；向 神在基督耶稣里，却
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
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
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
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
贴撒罗尼迦前书 5：23，24
人，将自己献给 神，并将肢体
愿赐平安的 神亲自使你们全然 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罪必不能
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 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
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 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
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
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
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
他必成就这事。
断乎不可！
提摩太后书 2：19a
罗马书 13：14
然而，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
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 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是他的人”…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

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
的义。

学习者签名：

日期

7.知足的心
腓立比书 4：11，12，13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
6. 忍受历练，得以成长
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
罗马书 8：18-23
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 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
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 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
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 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 凡事都能作。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
腓立比书 4：19
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
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
制，得享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
的都充足。
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
提摩太前书 6：
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
6，7，8，9，10
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 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
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
们的身体得赎。
学习者签名：

日期

哥林多后书 12：9，10
他对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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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更
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
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
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
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
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
强了。
哥林多后书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
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
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
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
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
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腓立比书 1：20，21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
事叫我羞愧。只要凡是放胆，无论
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
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
就有益处。

学习者签名：

日期

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
事。
——提摩太后书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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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圣经经文确实能更好
地“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本小册
子正是通过背诵圣经经文，使
大家得启迪、得亮光，进而明
白 神的旨意如何。其每一部分
都针对同一主题列出几节经文
帮助大家很好地掌握圣经教
训。您可以和主内朋友形成学
习小组，互相检验，互相提
高；背完之后也可以把此小册
子保存下来，以便日后学习参
考。

大家可以登陆网站浏览大量有
关教养孩童以及各类圣经学习
资料。
网址如下：

www.grace-harborchurch.org
备注：此册是由美国恩典港湾教会中的
会友编写而成。如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
美国恩典港湾教会。
Grace Harbor Church of
Arlington Heights, Illinois. USA
P. O. Box 8611,
Rolling Meadows, IL 60008
847-640-8422

也可以发邮件至：
…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
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
快乐…
——耶利米书：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