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基督里的福气 
Blessings in Christ 

官大春 

第一课:  在基督里的新关系 

 

1.  在基督以外的我是在罪中死亡: 

 

    罗马书 3:23 (212). 

    以赛亚书 59:2 (870). 

    以弗所书 2:1 (270). 

 

2.  因为我相信耶稣，我受浸『归入』基督: 

 

    哥林多前书 15:3 (244). 

    哥林多后书 5:21 (252). 

    罗马书 6:3,4 (215). 

    加拉太书 3:26,27 (264). 

 

3.  现在我在基督里享受各样属灵的福气: 

 

    以弗所书 1:3 (269). 

    哥林多后书 5:17 (252). 

    约翰壹书 3:1 (347). 

    提摩太后书 2:10 (303). 

 

4.  在基督里我与神相交: 

 

    约翰福音 17:3 (153). 

    约翰壹书 1:3 (345). 

    加拉太书 2:20 (263). 

    提摩太后书 1:12 (302). 

 

5.  唯一能破坏这美好关系的是我的罪: 

 

    约翰壹书 1:6 (345). 

    罗马书 1:18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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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书 2:2 (313). 

    哥林多后书 6:14 (253). 

    哥林多后书 6:17 (253). 

 

6.  因为和 神之间的新关系，我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带着新的关系: 

 

    哥林多后书 5:17 (252). 

    加拉太书 3:28 (264). 

    歌罗西书 3:18 (286). 

    以弗所书 6:1 (274). 

 

第二课:  在基督里真正的快乐 -- 只有从神而来 

 

1.  罪是一切不快乐的来源: 

 

    创世记 4:13 (4). 

    箴言 13:15 (778). 

    罗马书 7:24 (217). 

    以弗所书 2:12 (270). 

 

2.  神是真正快乐的唯一来源: 

 

    诗篇 42:2 (688). 

    使徒行传 17:28 (190). 

    罗马书 1:28 (210). 

    约翰福音 17:3 (153). 

 

3.  真正的快乐是在基督里，众罪得赦免: 

 

    约翰壹书 1:7 (345). 

    使徒行传 3:19 (167). 

    使徒行传 8:39 (175). 

      腓利比书 4:4 (280). 

 

4.  神的爱表示祂愿我们快乐: 

 

    罗马书 5:8 (214). 

    罗马书 8:3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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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3:16 (128). 

    约翰福音 10:10 (142). 

 

5.  神所赐的快乐是属灵的，不是世俗的: 

 

    约翰福音 14:24 (150). 

    路加福音 12:15 (100). 

    路加福音 12:21 (100). 

    提摩太前书 6:10 (301). 

 

6.  恐惧，害怕，忧虑，都不能夺去在基督里的喜乐: 

 

    马太福音 6:25 (8). 

    箴言 3:5 (770). 

    腓利比书 4:6 (280). 

    彼得前书 5:7 (340). 

 

第三课:  在基督里长大 -- 我不容易灰心 

 

1.  我还是个婴孩，我必须对自己有耐性: 

 

    约翰福音 3:5 (128). 

    彼得前书 1:23 (336). 

    哥林多前书 3:1 (231). 

    腓利比书 3:13 (280). 

 

2.  神待我有如慈祥的父亲对待孩子一般: 

 

    诗篇 103:13 (733). 

    马太福音 7:11 (9). 

    罗马书 8:15 (217). 

    加拉太书 4:6 (264). 

 

3.  祂知道我会犯罪，但我必须常常悔改: 

 

    约翰壹书 2:1 (345). 

    约翰壹书 1:8 (345). 

    约翰壹书 1:9 (345). 



 4

    约翰壹书 1:7 (345). 

 

4.  为了我的属灵上的长进，我要在教会里，就是祂的家: 

 

    希伯来书 3:6 (314). 

    以弗所书 2:19 (270). 

    加拉太书 6:10 (267). 

    提摩太前书 3:15 (299). 

 

5.  我需要灵粮，操练，离开病患: 

 

    彼得前书 2:1 (336). 

    彼得前书 2:2 (336). 

    使徒行传 20:32 (195). 

    希伯来书 5:14 (316). 

 

6.  我每天要长大，像父 神一样: 

 

    彼得后书 3:18 (344). 

    彼得后书 1:4 (341). 

    哥林多后书 3:18 (250). 

    哥林多前书 13:11 (242). 

 

第四课: 在基督里的敬拜 -- 我的食物， 我的力量，我的伙伴 

 

1.  神寻求我的敬拜，祂造我作祂的伙伴: 

 

    诗篇 95:6 (729). 

    创世记 3:8 (3). 

    约翰福音 4:23 (130). 

    路加福音 22:15 (116). 

 

2.  早期基督徒的敬拜是有恒的，而不是间断性的: 

 

    使徒行传 2:42 (166). 

    希伯来书 10:25 (321). 

    希伯来书 13:15 (326). 

    哥林多前书 15:58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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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传统或人意见的敬拜是枉然无效的: 

 

    耶利米书 10:3 (895). 

    创世记 4:5 (4). 

    约翰福音 6:38 (134). 

    马太福音 15:3,6,9 (21). 

 

4.  真正的敬拜是按『心灵』，不是按礼仪: 

 

    约翰福音 4:24 (130). 

    腓力比书 3:3 (279). 

    马太福音 15:8 (21). 

    哥林多前书 10:16 (239). 

 

5.  按『真理』就是指神的真理，圣经: 

 

    约翰福音 17:17 (154). 

    约翰贰书 9 (350). 

    约翰福音 8:31 (139). 

    启示录 22:18 (377). 

 

6. 我会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无论在讲道，捐钱，吃主餐，祈祷和唱诗上所行的是相 

同的方法来敬拜 神: 

 

    使徒行传 2:42 (166). 

    使徒行传 20:7 (194). 

    歌罗西书 3:16 (286). 

    哥林多前书 16:2 (246). 

 

第五课: 在基督里的交接 -- 与神和其人民的团契 

 

1.  因为我按 神的样式造出来，我期望与祂相交: 

 

    诗篇 63:1 (701). 

    约翰壹书 1:3 (346). 

    哥林多前书 1:9 (229). 

    马太福音 28:2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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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期基督徒因亲密的团契而增强: 

 

    使徒行传 2:44 (166). 

    使徒行传 4:32 (168) . 

    哥林多前书 12:26 (241). 

    腓利比书 2:25 (279). 

 

3.  他们一起敬拜神都是一心一意，以爱相系: 

 

    使徒行传 2:42 (166). 

    马太福音 18:20 (26). 

    希伯来书 10:24 (321). 

    哥林多前书 10:17 (239). 

 

4.  他们都是为了福音而工作: 

 

    腓利比书 1:5 (277). 

    腓利比书 4:3 (280). 

    约翰参书 8 (351). 

    哥林多后书 12:15 (259). 

 

5.  他们分享财物，并为了共同需要作出奉献: 

 

使徒行传 11:29 (180). 

哥林多后书 9:7 (255). 

    哥林多后书 8:3,4 (254). 

    腓利比书 4:15 (281). 

 

6.  他们不与那些行恶犯罪的人相交: 

 

    以弗所书 5:11 (273). 

    哥林多后书 6:14 (253). 

    罗马书 16:17,18 (227). 

    哥林多前书 5:11 (233). 

    约翰贰书 10: 9-11 (350). 

 

第六课: 在基督里的信心 -- 相信祂为我的罪作了挽回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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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谓信心就是相信，信任，信赖耶稣为救主: 

 

    以赛亚书 26:3 (834). 

    罗马书 4:18,21 (213). 

    哥林多前书 2:5 (230). 

    以弗所书 2:8 (270). 

 

2.  我不能依靠这犯罪的我或我的良善或我的好行为而得救: 

 

    罗马书 3:23-26 (212). 

    加拉太书 3:11-14 (263). 

    罗马书 7:14-24 (216). 

    罗马书 4:2-8 (213). 

 

3.  耶稣的死作为我的赎罪祭，代替了我的罪: 

 

    利未记 16:21,22 (143). 

    以赛亚书 53:4-12 (865). 

    约翰福音 1:29 (126). 

    约翰壹书 2:2 (345). 

    彼得前书 2:24 (337). 

 

4.  因为我相信耶稣替我死，所以我继续在基督里: 

 

    罗马书 5:1,2 (214). 

    哥林多前书 15:1-4 (244). 

    罗马书 5:10,11 (214). 

    加拉太书 1:4 (261). 

 

5.  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稣，我会遵从祂的话语: 

 

    马太福音 7:21 (9). 

    罗马书 10:16 (221). 

    雅各书 2:24 (331). 

    希伯来书 5:8,9 (316) 

 

6.  信靠基督而不是信靠我自己.  这会带来喜乐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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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壹书 5:13 (349). 

    约翰壹书 1:4 (345). 

    提摩太后书 1:12 (302). 

    加拉太书 2:20 (263). 

    腓利比书 3:8-10 (279). 

 

第七课: 在基督里的圣洁 -- 我要像祂一样 

 

1.  如果我继续犯罪，罪将在我身上作王: 

 

    罗马书 6:1 (215). 

    罗马书 6:16 (215). 

    约翰福音 8:34 (139). 

    提摩太后书 2:26 (304). 

 

2.  我会达到极限使我不能悔改所犯的罪: 

 

    希伯来书 6:4-6 (317). 

    彼得后书 2:14 (342). 

    希伯来书 10:26-31 (322). 

    约翰壹书 5:16 (132). 

 

3.  魔鬼是狡滑厉害的，唯有靠神的大能和耶稣的宝血才能胜过他: 

 

    彼得前书 5:8 (340). 

    哥林多后书 11:3 (257). 

    约翰壹书 4:4 (129). 

    以弗所书 6:10-12 (274). 

 

4.  如果我不再信靠顺服，那么我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 

 

    彼得后书 2:20 (343). 

    启示录 3:15-17 (358). 

    使徒行传 8:18-24 (174). 

    马太福音 12:45 (17). 

 

5.  这容易影响人心的世界会每一天诱使我模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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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12:2 (223). 

    哥林多后书 6:17 (253). 

    约翰壹书 2:15-17 (346). 

    约翰福音 17:15 (154). 

 

6.  虽然 神爱我，耶稣也为我死，然而我却能选择永远失落: 

 

    哥林多前书 9:27 (238). 

    罗马书 8:13 (217). 

    哥林多前书 10:5,6 (238). 

    希伯来书 3:12,13 (315). 

 

第八课: 在基督里克服试探 -- 我需要帮助 

 

1.  耶稣清楚警告我们会不时受到试探: 

 

    约伯记 2:2 (628). 

    以弗所书 6:16 (274). 

    雅各书 1:2,13-15 (329). 

    彼得前书 1:6,7 (335). 

 

2.  我必须承认我的罪并避开试探范围: 

 

    马太福音 6:13 (7). 

    约翰壹书 1:7-10 (345). 

    路加福音 18:13 (109).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2 (293). 

 

3.  我需要主内同胞的帮助，同时在敬拜中取得力量: 

 

    雅各书 5:16 (333). 

    使徒行传 8:24 (175). 

    使徒行传 19:18 (193). 

    哥林多前书 11:30 (240). 

 

4.  当我软弱欲念强时，试探就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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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下 11:2 (390). 

    马太福音 4:2 (4). 

    提摩太后书 2:22 (303). 

    提摩太前书 6:9,10 (301). 

 

5.  试探外表看来似乎很好，就如魔鬼会歪曲圣经: 

 

    马太福音 4:3 (4). 

    马太福音 4:6 (4). 

    哥林多后书 11:13,15 (240). 

    彼得后书 3:16,17 (344). 

 

6.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了解我们所受一切试探: 

 

    希伯来书 2:17,18 (314). 

    希伯来书 4:14-16 (316). 

    哥林多前书 10:13 (238). 

    约翰壹书 2:1 (345). 

    罗马书 8:26 (218). 

 

第九课: 在基督里有爱弟兄的心 -- 表明我怎样爱神 

 

1.  我爱别人是因为神先爱我，祂怎样爱我，我怎样爱人: 

 

    约翰壹书 4:8 (348). 

    约翰壹书 4:11 (348). 

    以弗所书 5:1,2 (273). 

    以弗所书 4:32 (273). 

 

2.  我爱并不是因为那个人值得我爱或是因为他的地位很高: 

 

    哥林多前书 10:24 (239). 

    罗马书 5:7,8 (214). 

    马太福音 5:44,45 (6). 

    腓利比书 2:21 (279). 

 

3.  神把爱心列为第一要紧，借着爱，我会更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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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书 3:14 (286). 

    马太福音 22:37-40 (32). 

    约翰壹书 4:7,8 (348). 

    彼得前书 4:8 (339). 

 

4.  不爱别人就是不爱 神: 

 

    马太福音 25:40 (38). 

    约翰壹书 4:20 (349). 

    约翰壹书 3:10 (347). 

    约翰壹书 3:14,15 (347). 

 

5.  我很乐意顺从基督因为祂爱我: 

 

    约翰福音 14:15 (150). 

    约翰壹书 5:3 (349). 

    约翰壹书 2:3-5 (345). 

    哥林多后书 8:8 (254). 

 

6.  当我有基督的爱心，我的爱就会带着宽容，忍耐和无私: 

 

    歌罗西书 3:12-13 (286). 

    哥林多前书 13:4-7 (242). 

    约翰壹书 3:17-18 (347). 

    约翰福音 13:34,35 (149). 

 

第十课: 在基督里和在教会里 -- 我在 神的家中 

 

1.  神的家就是教会，由祂儿女们所组成的灵屋: 

 

    以弗所书 3:21 (271). 

    提摩太前书 3:5,15 (298). 

    以弗所书 5:25 (274). 

    使徒行传 20:28 (195). 

 

2.  教会是整体的而不能单独行事: 

 

    希伯来书 10:2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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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14:7,19 (224). 

    加拉太书 6:1,2 (266). 

    罗马书 15:14 (225). 

 

3.  当我们一起敬拜，工作和分享，我们在祂的身体内一起成长: 

 

    以弗所书 4:16 (272). 

    以弗所书 2:21,22 (270). 

    彼得前书 2:5 (336). 

    歌罗西书 2:19 (285). 

 

4.  我们都是他身体中的肢体，我们应该荣耀我们的头，基督: 

 

    以弗所书 1:22,23 (270). 

    歌罗西书 1:18 (283). 

    罗马书 12:4,5 (223). 

    哥林多前书 12:12 (241). 

 

5.  地方教会是 神给我属灵长进的计划: 

 

    使徒行传 14:23 (185). 

    腓利比书 1:1 (277). 

    哥林多前书 1:2 (229). 

    哥林多前书 14:23 (244). 

 

6.  我与地方教会的关系联系我服事基督: 

 

    以弗所书 3:10,11 (271). 

    使徒行传 11:26 (180). 

    使徒行传 9:26 (176). 

    使徒行传 20:28 (195). 

 

第十一课:  尊重基督的权柄 -- 我明白他旨意的方法 

 

1.  基本的信仰原则在于权柄: 

 

    马太福音 21:23 (30). 

    使徒行传 9:1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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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21:25 (30). 

    哥林多前书 14:33 (243). 

 

2.  耶稣具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人的教条却没有: 

 

    马太福音 28:18 (44). 

    以弗所书 1:21,22 (270). 

    马太福音 15:3 (21). 

    马太福音 15:9 (21). 

 

3.  基督的使徒受引领明白一切真理，借着他们的书信我们知道耶稣的要求: 

 

    约翰福音 16:13 (153). 

    马太福音 18:18 (26). 

    以弗所书 3:5 (271). 

    约翰福音 20:23 (159). 

 

4.  圣经代表 神的权柄，除非我所做的一切都本于圣经，否则我不能与 神交接: 

 

    提摩太后书 3:16,17 (304). 

    哥林多前书 14:37 (244). 

    约翰壹书 4:6 (129). 

    约翰贰书 9,10 (350). 

    使徒行传 17:11 (189). 

 

5. 圣经有两种命令: 普通的和特定的，普通的命令允许选择，特定的命令却不容许选 

择: 

 

    申命记 5:32 (224). 

    提摩太后书 2:15 (303). 

    希伯来书 8:5 (319).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22 (293). 

   

第十二课: 在基督里事工 -- 我的时间，我的工作，我的金钱 

 

1.  我是个工人因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 

 

    哥林多前书 4:2,7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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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 24:1 (673). 

    使徒行传 17:25 (190). 

    雅各书 1:17 (329). 

 

2.  我的时间属于 神，我会好好利用时间而不白白浪费，我是福音工人: 

 

    以弗所书 5:16 (273). 

    哥林多后书 6:2 (252). 

    希伯来书 3:13 (315). 

    使徒行传 24:25 (201). 

 

3.  我怎样利用我的身体，心思和才干，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待: 

 

    诗篇 139:14 (761). 

    哥林多前书 6:19 (234). 

    罗马书 12:1 (222). 

    马太福音 25:15 (37). 

    罗马书 6:13 (215). 

 

4.  对于我的职业我必像基督一样尽职，但是这些却不能在祂的国度之先考虑: 

 

    申命记 8:18 (227). 

    以弗所书 6:5,9 (274). 

    歌罗西书 3:22-24 (286). 

    约翰福音 6:27 (134). 

    马太福音 6:33 (8). 

 

5.  我给予基督的奉献是敬拜和个人责任的重大部份: 

 

    马太福音 6:21 (8). 

    使徒行传 4:32 (168). 

    哥林多前书 16:2 (246). 

    哥林多后书 9:6 (255). 

 

第十三课: 我的家庭责任 -- 神给我的家庭计划 

 

1.  神为了我的幸福而设立家庭，但必须按照他的计划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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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 2:18 (2). 

    创世记 2:24 (3). 

    彼得前书 3:7 (337). 

    马太福音 12:25 (16). 

 

2.  身为丈夫，父亲应负一家之主的重任: 

 

    撒母耳记上 3:13 (338). 

    以弗所书 5:25 (274). 

    以弗所书 6:4 (274). 

    提摩太前书 3:5 (298). 

 

3.  身为妻子，母亲也扮一家之后的重要角色: 

 

    哥林多前书 7:3-5 (235). 

    以弗所书 5:23 (273). 

    提摩太前书 5:14 (300). 

    提多书 2:4,5 (308). 

 

4.  儿女必须在主里孝顺父母: 

 

    箴言 22:6 (785). 

    以弗所书 6:1-3 (274). 

    传道书 12:1 (804). 

    提摩太前书 4:12 (299). 

    马太福音 10:37 (14). 

 

5.  婚姻是影响我一生幸福的终身大事，必须小心处理: 

 

    罗马书 7:2,3 (216). 

    马太福音 19:9 (27). 

    提摩太前书 5:8 (300). 

    以弗所书 5:28-33 (274). 

 

第十四课: 查考圣经 -- 促使我成长的基础 

 

1.  神在先前用不同方法晓喻，但如今却只通过圣经晓喻我: 

 



 16

    希伯来书 1:1,2 (313). 

    罗马书 10:17 (221). 

    约翰福音 20:30,31 (159). 

    提摩太后书 3:16,17 (304). 

 

2.  圣经是 神所默示的:  神借着祂的话语说话: 

 

    撒母耳记下 23:2 (410). 

    彼得后书 1:21 (342). 

    帖撒罗尼迦前书 2:13 (290). 

    哥林多前书 2:13 (231). 

 

3.  我会有规律，勤勉地查经，克服种种阻碍: 

 

    提摩太后书 2:15 (298). 

    提摩太前书 4:15 (299). 

    马太福音 13:22 (18). 

    彼得前书 2:1,2 (336). 

    彼得后书 3:18 (344). 

 

4.  我必须按正意分解圣经，作出正确的决定: 

 

    申命记 29:29 (254). 

    彼得后书 3:16 (344). 

    哥林多后书 4:2 (250). 

    约翰福音 1:17 (125). 

 

5.  我查经是要行道，不是为了理论而是为了实践: 

 

    雅各书 1:22 (329). 

    马太福音 7:21 (9). 

    雅各书 4:17 (332). 

    约翰福音 12:48 (147). 

 

第十五课: 在基督里祈祷 -- 向会答应我的 神倾诉 

 

1.  耶稣邀请，鼓励我向 神祈求，如同儿女求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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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7:7,11 (8). 

    约翰福音 15:7 (151). 

    以弗所书 3:20 (271). 

    希伯来书 4:16 (316). 

 

2.  神并不用神迹答应我的祈祷，但却在自然律下应允: 

 

    雅各书 5:17,18 (333). 

    列王记上 18:41-45 (447). 

    腓利比书 2:27 (279). 

    雅各书 5:15 (333). 

 

3.  祈祷必须出于信心而不疑惑: 

 

    马可福音 11:24 (64). 

    雅各书 1:6,7 (329). 

    希伯来书 11:6 (322). 

    希伯来书 10:22,23 (321). 

 

4.  祈祷必须按着 神的旨意而不是自私的: 

 

    哥林多后书 12:8 (258). 

    雅各书 4:3 (332). 

    马太福音 26:39 (40). 

    约翰福音 6:38 (134). 

 

5.  我必须不住祈祷，不可灰心: 

 

    路加福音 18:1-7 (109).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 (292). 

    以弗所书 6:18 (275). 

    希伯来书 5:7 (316). 

 

6.  充满信心的祈祷使我克服忧虑，惧怕: 

 

    罗马书 8:26 (218). 

    腓利比书 4:6,7 (280). 

    马太福音 6: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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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12:12 (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