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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找 真 理 

Search for Truth 

 

我是基督真正的門徒嗎﹖ 

如果我已經得救了、我就永遠得救了嗎﹖ 

 

第九課 

Lesson 9 

 

   名字:  _______________ 

 

         作法            

1. 請仔細閱讀經節.     

2. 填寫或圈選正確答案. 

3. 討論問題用粗體字.    

4. 復習經節用[  ]括弧.  

5. 附帶的經節用縮小的粗體字. 

 

復習前課 

 

A.  你想要用心靈和真理敬拜神嗎﹖ [7:1]             有  無 

B.  你可以參加任何教會而且同時服從耶穌嗎﹖  [7:8-11]        有  無 

C.  你可以藉由組織辯認主的教會.  [7:12-14]           是  非 

D.  關於耶穌合一的禱告、祂的門徒不該等閒視之.  [8:1,2]        是  非 

E.  用舊約的預言你有辦法辯認主的教會嗎﹖  [8:3-6]         有  無 

F.  耶穌是教會唯一的頭及聖經是信仰合一的唯一基礎.  [8:8-13]       是  非 

G.  每一個稱呼耶穌是「主」的、都能進天國呢﹖  [8:14,15]       有  無 

現今那麽多不同的教會你有什麽感想呢﹖ 

 

我是基督真正的門徒嗎﹖ 

 

1. 約翰福音 8:31-34; 20:24-29 

信徒要常常 (繼續) 遵守耶穌的教訓 (話語).             是  非 

  耶穌是主及 神嗎﹖                   是  非 

  假如忽視祂的教訓 (話語)、你可以作基督真正的門徒嗎﹖          有  無 

  耶穌基督真正的門徒是一個信徒.               是  非 

 

2. 路加 6:40,46-49; 使徒行傳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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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經過全套訓練的門徒會變爲像老師一樣嗎﹖            有  無 

基督的門徒變成衆所周知所謂的基督徒嗎﹖             有  無 

  真正的門徒是被耶穌的道理所約束.              是  非 

  容許耶穌作你的主及約束你生活中的每層面、你感想如何﹖ 

 

3. 馬太福音 10:24,32-37       約 13:16 

門徒會高於他的老師嗎﹖                 有  無 

  耶穌爲世間帶來和平嗎﹖                 有  無 

  人不願聽從及遵守耶穌的教訓是擡高自己、在祂之上﹖          有  無 

  在陌生或朋友面前都很容易承認耶穌嗎﹖              有  無 

  成爲基督的門徒有時候會使家庭分裂.            是  非 

 

4. 路加福音 9:23-26; 14:25-30 

門徒要跟從耶穌基督.                   是  非 

  每一個門徒必須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                是  非 

  新約時、十字架是用來殺死人的.                是  非 

  真正的門徒會天天背起十字架及喪掉自己的生命.         是  非 

  假如你與家人的關係比你與耶穌的關係重要、能作耶穌真正的門徒嗎﹖    有  無 

 

5. 路加福音 14:16-24; 9:57-62 

用藉口解釋爲什麽不跟從耶穌的人、祂感不感到高興呢﹖          有  無 

  生活中占第一位的事反映出我們處理事情的優先順序.            是  

非 

  如果可以隨心所欲的話、有些人願意跟從耶穌.              是  非 

  「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對你有什麽意義﹖ 

 

6. 路加福音 14:31-35; 馬太 6:24 

真正的門徒對他們的財物會有所改觀.               是  非 

你可以同時愛 (事奉) 神及世界嗎﹖             有  無 

  爲了取悅神、人必須把自己、家庭及工作放在第一位.           是  非 

耶穌變爲真正門徒的生活中.                 是  非 

  基督徒如同鹽一樣、因爲他們影響別人及維護真理.            是  非 

  東西 ～ 耶穌  控制真正門徒的行爲. 

  不讓祂成爲你的主，你如何在這世上生存﹖ 

 

7. 羅馬書 6:15-23; 雃各書 4:1-5 

你或任何人能避免作奴僕嗎﹖                有  無 

  與世俗爲友就是與神爲敵.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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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門徒會變成主耶穌基督的奴僕嗎﹖              有  無 

不是耶穌的奴僕就是撒但的奴僕.               是  非 

  從這些經節、你如何逃離或免於撒但的控制呢﹖ 

 

8. 約翰福音 14:15; 路加 10:27 

真正的門徒借著遵守祂的命令表示對耶穌的愛.              是  非 

  人被強迫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 神嗎﹖             有  無 

神願意你對祂忠實嗎﹖                  有  無 

  愛神勝過愛家庭及財物、你覺得怎麽樣呢﹖ 

 

撒但是真的嗎﹖ 

 

9. 雃各書 4:6-10; 彼得前書 5:6-8 

你相信撒但仍活著/是真的嗎﹖                有  無 

  撒但正處心積慮地阻止你跟從耶穌嗎﹖           有  無 

  假如你拒絕服從神的命令、你如何抵抗魔鬼嗎﹖已經得救了、永遠得救嗎﹖ 

 

10. 馬太福音 4:4-10; 彼得後書 2:20-22 

對耶穌而言撒但是活的及真的嗎﹖               有  無 

  由於回歸世俗、門徒會變成不忠實 (失喪) 嗎﹖             有  無 

基督徒回歸世俗就像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滾.             是  非 

不忠實基督徒像狗及豬因爲他們不尊重什麽是聖潔及正當的.          是  非 

  耶穌如何克服魔鬼的試探呢﹖ 

 

11. 提摩太后書 3:14-17; 彼後 3:16-18 

聖經預備基督徒作各種善事.                 是  非 

  有人誤用、濫用、扭曲聖經就自取沈淪.              是  非 

  現今聖經有沒有幫助我們克服撒但的能力如同兩千年前幫助耶穌一樣呢﹖    有  無 

  一個門徒獻身與基督、然後常常不參加敬拜及研究聖經的查經會、你覺得怎麽樣呢﹖ 

 

12. 約翰一書 1:5-10; 5:13 

神是光、罪是黑暗.                   是  非 

  因爲有記載 (聖經)、我們就會確定有永生.              是  非 

在光明中行及按照聖經 (真理) 行是一樣的意思.             是  非 

在黑暗/罪惡中行的意思是你沒有與 神合好 (失喪).            是  非 

追求永生、憑意見或感覺是否可靠﹖                有  無 

  永生 (救恩) 是你所  感覺到 ～ 知道. 

  在光明中行時、基督徒會犯罪.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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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明中行、與神有不間斷的來往及借著耶穌基督的血洗淨你所有的罪、 

你有什麽感想﹖ 

 

 

13. 約翰福音 13:33-35; 約一 4:19-21 

真正的門徒借著彼此的相愛來彰顯身份.            是  非 

  彼此相愛及表示我們愛 神有關係.               是  非 

 

14. 約翰福音 15:8; 馬太 28:18-20 

結果子是真正門徒的標誌.                 是  非 

  基督徒去傳福音及給門徒施浸是在結果子.              是  非 

一個門徒拒絕傳耶穌給別人聽、你覺得怎麽樣呢﹖ 

 

15. 使徒行傳 2:38-42; 22:16; 19:1-5 

門徒受浸/受洗使他們的罪洗去 (赦免).               是  非 

因爲他們所受的教訓及瞭解並不完全、所以有的門徒受浸兩次.         是  非 

  一個門徒如何能夠宣稱在跟從基督而且及拒絕受浸叫罪得赦呢﹖ 

 

復習和摘要 

 

由下的特性辨認真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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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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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願意改變.  [SFT 9:6]               是  非 

  d. ...耶穌的奴僕.  [SFT 9:7,8]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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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研究聖經.  [SFT 9:11]               是  非 

  g. ...忠實的基督徒.  [SFT 9:12]              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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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爲耶穌結果子.  [SFT 9:14]              是  非 

  j. ...受過浸的.  [SFT 9:15]               是  非 

 

關於你獻身於耶穌作祂真正的門徒、你覺得怎麽樣呢﹖ 關於作門徒你有什麽問題呢﹖ 

 

下一將課討論這個問題: 

關於說方言的事怎麽樣﹖ 

我們什麽時候可以一起研究聖經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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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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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OR LESSON NINE 

 

   JOHN 約翰福音 8:31-34; 20:24-29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 

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 你怎麽說，你們必得自由呢﹖耶穌回答說，我實實 

在在的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約翰福音 8:31-34).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爲低土馬的多馬. 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 

  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 

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就對多 

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總要信. 多馬說，我的主. 我的 神. 耶酥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 

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 20: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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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路加福音 6:40). 

 

『你們爲甚麽稱呼我主阿. 主阿. 卻不遵我的話行呢. 凡到我這裏來，聽見我 

的話就去行的，我要告訴你們他像甚麽人. 他像一個人蓋房子，深深的挖地， 

他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發大水的時候，水沖那房子，房子總不能搖動，因 

爲根基立在磐石上. 惟有聽見不去行的，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蓋房子，沒有根 

基. 水一沖，隨即倒塌了，並且那房子壞的很大』(路加福音 6:46-49).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 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 

了許多人. 門徒稱爲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使徒行傳 11:26). 

 

   MATTHEW 馬太福音 10:24,32-37  JOHN 約翰福音 13:16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僕人不能高過主人』(馬太福音 10:24).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 我來並不 

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因爲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兒女與母親 

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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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作我的們徒. 愛兒女過於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 10:32-3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約翰福音 13:16). 

 

   LUKE 路加福音 9:23-26; 14:25-30 

 

『耶穌又對衆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 因爲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 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麽益處呢. 凡把我和我的 

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 

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路加福音 9:23-26).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 他轉過來對他們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 

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 

徒.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 

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 

都笑話他，說，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路加福音 14:25-30). 

 

   LUKE 路加福音 14:16-24; 9:57-62 

 

『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請了許多客. 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 

去對所請的人說，請來吧. 樣樣都齊備了. 衆人一口同音的推辭. 頭一個人說， 

  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 請你准我辭了. 又有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 

去試一試. 請你准我辭了. 又有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那僕人回 

來，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主人就動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裏大街小巷， 

領那貧窮的，瞎眼的，瘸腿的來. 僕人說，主啊. 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還有空 

座. 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勉強人進來，坐滿我的屋子. 我 

告訴你們，先前所請的人，沒有一個得嘗我的筵席』(路加福音 14:16-24). 

 

『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 耶穌說， 

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又對一個人說，跟從 

  我來. 那人說，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 

人，你只管去傳揚 神國的道. 又有一人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 

  我家裏的人. 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 神的國』(路加福音 9:57-62). 

 

   LUKE 路加福音 14:31-35  MATTHEW 馬太福音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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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 

萬兵來攻打他的麽. 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這樣，你們無論甚麽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鹽本是好 

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麽叫他再鹹呢. 或用在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式 

只好丟在外面.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路加福音 14:31-35).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 

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馬太福音 6:24). 

 

   ROMANS 羅馬人書 6:15-23  JAMES 雅各書 4:1-5 

 

『這卻怎麽樣呢. 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嗎. 斷乎不可.  

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 或作罪的奴僕，以 

  至於死. 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至成義. 感謝 神. 因爲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 

仆，現今卻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 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就 

作了義的奴僕.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 你們從前怎樣將 

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 

以至於成聖. 因爲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 你們現今所看爲羞 

恥的事，當日有甚麽果子呢. 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 

放，作了 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 因爲罪的工價乃是死.  

唯有 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羅馬人書 6:15-23).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那裏來的呢. 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欲來的麽.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 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 你們得不著， 

  是因爲你們不求.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爲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豈不知與世俗爲友就是與 神爲敵麽. 所以凡想要與世 

俗爲友的，就是與 神爲敵了. 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麽. 神所賜，住在我們 

裏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麽』(雅各書 4:1-5). 

 

   JOHN 約翰福音 14:15  LUKE 路加福音 10:27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翰福音 14:15).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路加福音 10:27). 

 

   JAMES 雅各書 4:6-10  1 PETER 彼得前書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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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你們親近 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你們要愁 

苦，悲哀，哭泣. 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 

必叫你們升高』(雅各書 4:6-10).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你們要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因爲他顧念你們. 務要謹守，警醒. 因爲你們的仇敵 

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 5:6-8). 

 

   MATTHEW 馬太福音 4:4-10  2 PETER 彼得後書 2:20-22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 

切話.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 

可以跳下去. 因爲經上說，主要爲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 

碰在石頭上.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 魔鬼又帶他上 

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 

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賜給你. 耶穌說，撒但. 退去罷. 因爲經上記著說，當拜主 

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馬太福音 4:4-10). 

 

『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後來又在其中被 

纏住，制伏，他們末後的景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們曉得義路，竟背棄了 

傳給他們的聖命，倒不如不曉得爲妙. 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 

吃. 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輥，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彼得後書 2:20-22). 

 

   2 TIMOTHY 提摩太后書 3:14-17 2 PETER 彼得後書 3:16-18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 因爲你知道是跟誰學的，並且知 

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 神的人 

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后書 3:14-17).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 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 

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沈淪.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然豫先知道 

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你們 

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 

永遠』(彼得後書 3:16-18). 

 



 10

   1 JOHN 約翰一書 1:5-10; 5:13 

 

『神就是光，在他亳無黑暗. 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資訊. 我們 

若說是與 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 我們若在光 

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 

罪.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們若說 

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 神爲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約翰一書 

1:5-10).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約翰一書 5:13). 

 

   JOHN 約翰福音 13:33-35  1 JOHN 約翰一書 4:19-21 

 

『小子們. 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 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們不能到. 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 

  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 

此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 13:33-35). 

 

『我們愛，因爲 神先愛我們. 人若說我愛 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 神. 愛 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 

  我們從 神所受的命令』(約翰一書 4:19-21). 

 

   JOHN 約翰福音 15:8  MATTHEW 馬太福音 28:18-20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  

15:8). 

 

     『耶穌進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18-20). 

 

   ACTS 使徒行傳 2:38-42; 22:16; 19:1-5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 

領受所賜的聖靈. 因爲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 

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來的.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勤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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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 

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使徒行傳 2: 

38-42). 

 

     『現在你爲甚麽耽延呢. 起來，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使徒行 

傳 22:16). 

 

     『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就來到以弗所. 在那 

裏遇見幾個門徒，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 他們回答說，沒 

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 保羅說，這樣，你們受的是甚麽洗呢. 他們說， 

是約翰的洗. 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訴百姓，當信那在他以後要 

來的，就是耶穌. 他們聽見這話，就奉主耶穌的名受洗』(使徒行傳 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