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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找 真 理 

Search for Truth 

 

我是基督真正的门徒吗﹖ 

如果我已经得救了、我就永远得救了吗﹖ 

 

第九课 

Lesson 9 

 

   名字:  _______________ 

 

         作法            

1. 请仔细阅读经节.     

2. 填写或圈选正确答案. 

3. 讨论问题用粗体字.    

4. 复习经节用[  ]括号.  

5. 附带的经节用缩小的粗体字. 

 

复习前课 

 

A.  你想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神吗﹖ [7:1]             有  无 

B.  你可以参加任何教会而且同时服从耶稣吗﹖  [7:8-11]        有  无 

C.  你可以藉由组织辩认主的教会.  [7:12-14]           是  非 

D.  关于耶稣合一的祷告、祂的门徒不该等闲视之.  [8:1,2]        是  非 

E.  用旧约的预言你有办法辩认主的教会吗﹖  [8:3-6]         有  无 

F.  耶稣是教会唯一的头及圣经是信仰合一的唯一基础.  [8:8-13]       是  非 

G.  每一个称呼耶稣是「主」的、都能进天国呢﹖  [8:14,15]       有  无 

现今那么多不同的教会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是基督真正的门徒吗﹖ 

 

1. 约翰福音 8:31-34; 20:24-29 

信徒要常常 (继续) 遵守耶稣的教训 (话语).             是  非 

  耶稣是主及 神吗﹖                   是  非 

  假如忽视祂的教训 (话语)、你可以作基督真正的门徒吗﹖          有  无 

  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是一个信徒.               是  非 

 

2. 路加 6:40,46-49; 使徒行传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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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过全套训练的门徒会变为像老师一样吗﹖            有  无 

基督的门徒变成众所周知所谓的基督徒吗﹖             有  无 

  真正的门徒是被耶稣的道理所约束.              是  非 

  容许耶稣作你的主及约束你生活中的每层面、你感想如何﹖ 

 

3. 马太福音 10:24,32-37       约 13:16 

门徒会高于他的老师吗﹖                 有  无 

  耶稣为世间带来和平吗﹖                 有  无 

  人不愿听从及遵守耶稣的教训是抬高自己、在祂之上﹖          有  无 

  在陌生或朋友面前都很容易承认耶稣吗﹖              有  无 

  成为基督的门徒有时候会使家庭分裂.            是  非 

 

4. 路加福音 9:23-26; 14:25-30 

门徒要跟从耶稣基督.                   是  非 

  每一个门徒必须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                是  非 

  新约时、十字架是用来杀死人的.                是  非 

  真正的门徒会天天背起十字架及丧掉自己的生命.         是  非 

  假如你与家人的关系比你与耶稣的关系重要、能作耶稣真正的门徒吗﹖    有  无 

 

5. 路加福音 14:16-24; 9:57-62 

用借口解释为什么不跟从耶稣的人、祂感不感到高兴呢﹖          有  无 

  生活中占第一位的事反映出我们处理事情的优先级.            是  非 

  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的话、有些人愿意跟从耶稣.              是  非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对你有什么意义﹖ 

 

6. 路加福音 14:31-35; 马太 6:24 

真正的门徒对他们的财物会有所改观.               是  非 

你可以同时爱 (事奉) 神及世界吗﹖             有  无 

  为了取悦神、人必须把自己、家庭及工作放在第一位.           是  非 

耶稣变为真正门徒的生活中.                 是  非 

  基督徒如同盐一样、因为他们影响别人及维护真理.            是  非 

  东西 ～ 耶稣  控制真正门徒的行为. 

  不让祂成为你的主，你如何在这世上生存﹖ 

 

7. 罗马书 6:15-23; 雃各书 4:1-5 

你或任何人能避免作奴仆吗﹖                有  无 

  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是  非 

  真正的门徒会变成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吗﹖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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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耶稣的奴仆就是撒但的奴仆.               是  非 

  从这些经节、你如何逃离或免于撒但的控制呢﹖ 

 

8. 约翰福音 14:15; 路加 10:27 

真正的门徒借着遵守祂的命令表示对耶稣的爱.              是  非 

  人被强迫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 神吗﹖             有  无 

神愿意你对祂忠实吗﹖                  有  无 

  爱神胜过爱家庭及财物、你觉得怎么样呢﹖ 

 

撒但是真的吗﹖ 

 

9. 雃各书 4:6-10; 彼得前书 5:6-8 

你相信撒但仍活着/是真的吗﹖                有  无 

  撒但正处心积虑地阻止你跟从耶稣吗﹖           有  无 

  假如你拒绝服从神的命令、你如何抵抗魔鬼吗﹖已经得救了、永远得救吗﹖ 

 

10. 马太福音 4:4-10; 彼得后书 2:20-22 

对耶稣而言撒但是活的及真的吗﹖               有  无 

  由于回归世俗、门徒会变成不忠实 (失丧) 吗﹖             有  无 

基督徒回归世俗就像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是  非 

不忠实基督徒像狗及猪因为他们不尊重什么是圣洁及正当的.          是  非 

  耶稣如何克服魔鬼的试探呢﹖ 

 

11. 提摩太后书 3:14-17; 彼后 3:16-18 

圣经预备基督徒作各种善事.                 是  非 

  有人误用、滥用、扭曲圣经就自取沉沦.              是  非 

  现今圣经有没有帮助我们克服撒但的能力如同两千年前帮助耶稣一样呢﹖    有  无 

  一个门徒献身与基督、然后常常不参加敬拜及研究圣经的查经会、你觉得怎么样呢﹖ 

 

12. 约翰一书 1:5-10; 5:13 

神是光、罪是黑暗.                   是  非 

  因为有记载 (圣经)、我们就会确定有永生.              是  非 

在光明中行及按照圣经 (真理) 行是一样的意思.             是  非 

在黑暗/罪恶中行的意思是你没有与 神合好 (失丧).            是  非 

追求永生、凭意见或感觉是否可靠﹖                有  无 

  永生 (救恩) 是你所  感觉到 ～ 知道. 

  在光明中行时、基督徒会犯罪.                是  非 

在光明中行、与神有不间断的来往及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你所有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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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感想﹖ 

 

 

13. 约翰福音 13:33-35; 约一 4:19-21 

真正的门徒借着彼此的相爱来彰显身份.            是  非 

  彼此相爱及表示我们爱 神有关系.               是  非 

 

14. 约翰福音 15:8; 马太 28:18-20 

结果子是真正门徒的标志.                 是  非 

  基督徒去传福音及给门徒施浸是在结果子.              是  非 

一个门徒拒绝传耶稣给别人听、你觉得怎么样呢﹖ 

 

15. 使徒行传 2:38-42; 22:16; 19:1-5 

门徒受浸/受洗使他们的罪洗去 (赦免).               是  非 

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训及了解并不完全、所以有的门徒受浸两次.         是  非 

  一个门徒如何能够宣称在跟从基督而且及拒绝受浸叫罪得赦呢﹖ 

 

复习和摘要 

 

由下的特性辨认真正的门徒... 

  a. ...信徒.  [SFT 9:1-3]               是  非 

  b. ...门徒.  [SFT 9:4,5]               是  非 

  c. ...愿意改变.  [SFT 9:6]               是  非 

  d. ...耶稣的奴仆.  [SFT 9:7,8]              是  非 

  e. ...相信撒但是真的.  [SFT 9:9,10]             是  非 

  f. ...研究圣经.  [SFT 9:11]               是  非 

  g. ...忠实的基督徒.  [SFT 9:12]              是  非 

  h. ...彼此相爱.  [SFT 9:13]               是  非 

  i. ...为耶稣结果子.  [SFT 9:14]              是  非 

  j. ...受过浸的.  [SFT 9:15]               是  非 

 

关于你献身于耶稣作祂真正的门徒、你觉得怎么样呢﹖ 关于作门徒你有什么问题呢﹖ 

 

下一将课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说方言的事怎么样﹖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研究圣经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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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OR LESSON NINE 

 

   JOHN 约翰福音 8:31-34; 20:24-29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 

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 

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 8:31-34).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 

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 

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 我的 神. 耶酥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 

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 20:24-29). 

 

   LUKE 路加福音 6:40,46-49  ACTS 使徒行传 11:26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路加福音 6:40). 

 

『你们为甚么称呼我主阿. 主阿.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 

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甚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 

他把根基安在盘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 

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 

基. 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的很大』(路加福音 6:46-49).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 

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使徒行传 11:26). 

 

   MATTHEW 马太福音 10:24,32-37  JOHN 约翰福音 13:16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马太福音 10:24).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 

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儿女与母亲 

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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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作我的们徒. 爱儿女过于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 10:32-37).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约翰福音 13:16). 

 

   LUKE 路加福音 9:23-26; 14:25-30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甚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 

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路加福音 9:23-26).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 

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 

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 

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 

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路加福音 14:25-30). 

 

   LUKE 路加福音 14:16-24; 9:57-62 

 

『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 

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 头一个人说， 

  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 

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那仆人回 

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仆人说，主啊. 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 

座. 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我 

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尝我的筵席』(路加福音 14:16-24).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 

  我来. 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 

人，你只管去传扬 神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 

  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 神的国』(路加福音 9:57-62). 

 

   LUKE 路加福音 14:31-35  MATTHEW 马太福音 6:24 

 



 7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 

万兵来攻打他的么. 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这样，你们无论甚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盐本是好 

的，盐若失了味，可用甚么叫他再咸呢.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式 

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 14:31-35).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 

事奉 神，又事奉玛门』(马太福音 6:24). 

 

   ROMANS 罗马人书 6:15-23  JAMES 雅各书 4:1-5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 或作罪的奴仆，以 

  至于死. 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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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 

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 

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 

耻的事，当日有甚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 

放，作了 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人书 6:15-23).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那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么.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 神为敌么. 所以凡想要与世 

俗为友的，就是与 神为敌了. 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么. 神所赐，住在我们 

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么』(雅各书 4:1-5). 

 

   JOHN 约翰福音 14:15  LUKE 路加福音 10:27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 14:15).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路加福音 10:27). 

 

   JAMES 雅各书 4:6-10  1 PETER 彼得前书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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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 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 

苦，悲哀，哭泣. 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 

必叫你们升高』(雅各书 4:6-10).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 

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 5:6-8). 

 

   MATTHEW 马太福音 4:4-10  2 PETER 彼得后书 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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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 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 神. 魔鬼又带他上 

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 

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但. 退去罢.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 

你的 神，单要事奉他』(马太福音 4:4-10).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 

缠住，制伏，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 

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 

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辊，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式』(彼得后书 2:20-22). 

 

   2 TIMOTHY 提摩太后书 3:14-17 2 PETER 彼得后书 3:16-18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 

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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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17).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 

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然豫先知道 

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你们 

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 

永远』(彼得后书 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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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OHN 约翰一书 1:5-10; 5:13 

 

『神就是光，在他亳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 

若说是与 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 

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 

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 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 

1:5-10).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约翰一书 5:13). 

 

   JOHN 约翰福音 13:33-35  1 JOHN 约翰一书 4:19-21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 

  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 

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3:33-35). 

 

『我们爱，因为 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 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 神. 爱 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 

  我们从 神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 4:19-21). 

 

   JOHN 约翰福音 15:8  MATTHEW 马太福音 28:18-20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5:8). 

 

     『耶稣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 

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8-20). 

 

   ACTS 使徒行传 2:38-42; 22:16; 19:1-5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 

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 神所召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勤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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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 

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行传 2: 

38-42). 

 

     『现在你为甚么耽延呢. 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使徒行 

传 22:16).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 

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 

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甚么洗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 

来的，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使徒行传 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