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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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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生命如旅程。神爱你，他希望你在这个旅程中成功。每个人生命中的成功，

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实现神对他们生命的美好旨意，其中也包括你。你最终可以

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拥有他丰盛的祝福，或是生活在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中，是

由你所选择的路径而定。若选择光明大道，你就要发现并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

意，因此你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每天更多地认识神。这本学习指南的设计是要帮助

你达到认识神的目标。

每一课都包含三部分： {1} 经文默想, {2} 基础问题，与 {3} 经文背诵。
经文默想将帮助你逐步认识神话语的真理，基础问题则帮助你活出真理，经文背

诵是要帮助你将真理藏在心中。

这本学习指南将帮助你了解耶稣赐给其跟随者的使命，及如何预备自己和如

何执行。

请以祷告开始每一个课程的学习，用自己的话写出基础问题的答案，恳求神

帮助你可以将他向你所启示的真理透过生活活现出来。随着你逐渐认识神，愿神

的祝福临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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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我们的使命

经文默想：请先阅读下面的问题，再读经文。然后默想（思想神所说的话）每个

经文。根据在经文默想时神向你所显明的，用自己的话语写下问题的答案。

1. 耶稣吩咐我们做什么？马太福音 28:19-20

2. 门徒的定义是什么？使徒行传 11:26

3. 如何使一个人成为主的门徒呢？罗马书 10:9-10, 路加福音 14: 26-27,33

4. 身为门徒要有什么样的生活? 路加福音 9:23, 罗马书 12:1-2

5. 每天门徒要做什么才能维持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呢？
路加福音 4:4，马太福音 26:41

6. 门徒要有怎样的生活才能成为众人的见证呢？
约翰福音 13: 35，马太福音 5:16

7. 门徒在主里成长要经历哪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会发生什么？约翰壹书 2:12-14
阶段 所发生的事

8. 在我们“逐渐认识神”的过程中，要从我们的生命中清除哪些坚固的营垒？要用
什么来取代这些营垒呢？ 以弗所书 4:17-5:17

要清除的营垒 用以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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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中，神渴望我们拥有什么态度？腓立比书 2:5-8

10. 门徒属灵生命成长成熟的过程中，他们应该学习什么？
提摩太后书 1:9，以弗所书 5:17

基础问题：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1. 你是否意识到你蒙召是要成为日日与神相交的门徒并为耶稣而活呢？
是__ 否 __ 若否, 请现在就祷告，求神向你清楚地显明这个真理。

2. 你是否意识到所有事工的核心目的是带人作主门徒吗？
是__ 否 __ 若否，现在就求神将此真理向你显明，并开始带门徒吧。

3. 你是否意识到成为门徒是属灵生命成长和实现神对你生命旨意的唯一方法吗？
是__ 否 __ 若否, 今天就求神向你显明这真理吧。

4. 你是否意识到成为门徒和帮助他人“逐渐认识神”，其中会涉及到拆毁仇敌坚固
的营垒及胜过人的软弱吗？

是__ 否 __ 若否，请现在就祷告，求神帮助你来实践吧！

5. 你是主的门徒吗? 是__ 否 __ 若否，请现在就祷告，求神赐给你成为门徒

的渴望，并开始每日与神相交，为耶稣而活。

经文背诵: 通过背诵经文将神的真理藏在你心中。 马太福音 2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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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如何教导他人

经文默想：请先阅读下面的问题，再读经文。然后默想（思想神所说的话）每个

经文。根据在经文默想时神向你所显明的，用自己的话语写下问题的答案。

1. 神用哪两件事来拯救我们，并帮助我们为耶稣而活？
罗马书 10:17; 约翰福音 16:7-11,13

2. 谁拦阻我们见证神和帮助他人呢？以弗所书 6:12

3. 我们要使用什么才能胜过撒旦的势力，并带人作主门徒呢？
哥林多后书 10:4-5, 以弗所书 6:13-18

4. 我们要如何使用神的话语来带人作主门徒？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带门徒
呢？提摩太后书 3:16, 4:2

5. 我们要如何祷告才能帮助他人“逐渐认识神”呢？
提摩太前书 2:1-4，腓立比书 4:6，雅各书 5:16

6. 我们要鼓励耶稣的跟随者做什么以致于他们有基督的心并实现神对他们生命的
旨意呢？彼得后书 1:5-11

7. 你要如何教导门徒们有关生活中的问题及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呢？彼得前书
1:6-7, 罗马书 5:3-5

8. 人若接受了“逐渐认识神”的正确的教导，他们应该有能力做什么呢？腓立比书
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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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问题：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1. 你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来教导他人，乃是依靠圣灵和神的话语吧？
是__ 否 __ 若否, 现在就求神帮助你来依靠圣灵和他的话语来教导吧。

2. 你在教导的时候，能分辨出所对付的撒旦的势力吗？
是__ 否__ 若否, 现在就求神赐给你分辨诸灵的恩赐，可以分辨邪恶的势力。

3. 你有确保属灵军装的每个部分都完好无缺，以抵挡邪灵的仇敌吗？
是__ 否 __ 若否, 现在就寻求神，求他坚固软弱的方面。

4. 你有帮助他人发现并坚固软弱的方面因此他们可以胜过撒旦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5. 你是否力所能及地在各个方面使用神的话语来服事他人呢？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6. 你为他人代求并与他们一同祷告因此他们可以胜过生命中的坚固营垒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7. 你引导人用忍耐的心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因此他们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吗？
是__ 否 __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8. 你是否帮助他人以赞美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问题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9. 你教导他人有关耶稣的真理后，他们能够在没有你帮助的情况下站立得稳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找出问题得所在，并立刻纠正。

经文背诵: 通过背诵经文将神的真理藏在你心中。 腓立比书 4:6.

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
来教导他人
有关耶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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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个人的预备

经文默想：请先阅读下面的问题，再读经文。然后默想（思想神所说的话）每个

经文。根据在经文默想时神向你所显明的，用自己的话语写下问题的答案。

1. 在教导他人之前，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马太福音 7:3-5

2. 我们若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哥林多前书 9:27

3. 依照下面的经文，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圣经才能预备好教导他人呢？

以弗所书 3:4
提摩太后书 2:15
诗篇 1
诗篇 119:11
罗马书 6:17–18
约翰壹书 1:1-3
哈巴谷书 2:2

4. 依照下面的经文，我们应如何祷告才能教导他人呢？

马太福音 26:41
提摩太前书 2:1-4
马太福音 6:9-13

5. 根据下面的经文，你应如何穿戴属灵的军装呢？
真理的带子 约翰福音 17:17, 约翰贰书 4
公义的护心镜 罗马书 10:9-10; 路加福音 14:26,27,33; 约翰壹书 2:29
平安的福音鞋子 罗马书 10:14-15
信心的藤牌 诗篇 33:20-21
救恩的头盔 腓立比书 4:8
圣灵的剑 希伯来书 4:12，提摩太后书 2:15
祷告，释放的箭 以弗所书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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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照圣经，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教导人呢？马可福音 10:43-45, 约翰
福音 13:14-17

基础问题：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1. 你是否对付自己生命中的问题因此可以预备好教导其他跟随耶稣的人呢？
是__ 否 __ 若否, 请现在就求神来帮助你对付生命中的问题。

2. 你是否照着你该做的使用圣经以预备好教导他人呢？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3. 你有祷告表吗？你是否遵照圣经的教导为自己和他人祷告呢？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4. 你是否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方式穿戴你属灵的军装呢？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5. 你是否以仆人的态度而不是带着属灵优越的态度教导他人呢？
是__ 否 __ 若否, 现在就求神赐给你仆人的心肠吧。

经文背诵: 通过背诵经文将神的真理藏在你心中。 马可福音 10:44.

我们若能花时间与神同处，
他就会装备我们来教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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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跟进

默想的要点: 请阅读大纲，默想（思想所说的及如何应用在自己身上）

跟进的目的：帮助刚信耶稣的信徒建立与神的同行，因此他们可以为耶稣而活。

跟进的目标: 帮助新信徒在下面几个方面养成良好的习惯：
1. 每日读经
2. 每天祷告
3. 受水洗
4. 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5. 与其他信耶稣的人团契
6. 寻求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

与新信徒一起回顾下面的步骤：

1. 主动与新信徒取得联系。打电话或（若可能请在 24小时内）登门拜访 ，约定
聚在一起的时间，来发展彼此间的关系和分享圣经。

2. 开始分享圣经。第一次拜访时，请分享第一课“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认识神”。

3. 邀请其他信徒参与在其中。

4. 若是可能，请保持每周联系两次，直到他们在主里可以立足。

5. 鼓励他们每日与神同处，接受水洗、圣灵充满，并寻求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

6. 预备好随时辅导他们，或在他们特别需要的事上给予帮助。

基础问题：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你是否在使用本课所提供的跟进大纲呢？是__否 __若否，请今天就开始使用吧。

实际运用：请开始使用所提供的大纲来教导你带领归主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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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务必记住的要点

默想的要点: 请阅读大纲，默想（思想所说的及如何应用在自己身上）

我们的目的是为耶稣带门徒：马太福音 28:18-20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带门徒（那
些全心为耶稣而活的人）。首先你自己得先作门徒，才能带人作门徒。帮助他人

学习爱神，其中涉及到要告诉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并帮助他们学习

如何“逐渐认识他”。这本学习指南将告诉你应该如何做。

教导初信的人: 教导跟随耶稣的新信徒时，你要着重教导他们新约圣经的作者们
所注重的四个基本方面：

A. 个人生活
B. 家庭生活
C. 与其他信徒的团契生活
D. 向人传讲耶稣

教导刚信耶稣的信徒时，要鼓励他们研读经文，并用基础问题来提问，以帮助他

们将圣经实际运用到生活中来。

门徒的定义：要记得，门徒是一位每日与神相交的人，所以他们可以为耶稣而

活。

每日与神团契涉及：

A. 圣经 (生命的粮)
1. 读圣经 以弗所书 3:4
2. 研读圣经 提摩太后书 2:15
3. 默想经文 诗篇 1
4. 背诵经文 诗篇 119:11
5. 手抄经文 哈巴谷书 2:2
6. 活出经文 罗马书 6:17-18
7. 分享经文 约翰壹书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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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祷告
1. 为自己 马太福音 26:41
2. 为他人 提摩太前书 2:1

为耶稣活包括:

A.与其他的信徒团契 约翰福音 13:35
B. 向他人传讲耶稣 马太福音 5:16

我们若是门徒，属灵生命就会成长。属灵成长的三个阶段是：约翰壹书 2:12-14:

A. 孩童时期
B. 青年时期
C. 成年期

属灵成长包括:

A. 拆毁坚固的营垒和胜过软弱 以弗所书 4:17-5:16
B. 持有基督的心 彼得后书 1:5-10
C. 发现并实现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 提摩太后书 1:9，以弗所书 5:17

带门徒包括：帮助他们拆毁个人软弱的坚固营垒及文化传统的营垒，帮助他们学

习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的基本圣经原则，通过分享神的话语和祷告来

传福音，培训他们进入事工来服事神。

事工就是要继续服事耶稣的事工，其包括：

A. 祷告
B. 传讲神的话语
C. 在人需要的地方帮助他们

神愿意赐人得胜，让他们胜过生命中的每个问题，使用他们来服事他，且永

远地祝福他们。

带门徒的人 (年长的属灵弟兄和姐妹): 就是那些用神的话语和祷告拆毁自
己生命中坚固营垒的人，又胜过软弱，每天全心为耶稣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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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门徒的实际步骤:

A. 获取初信信徒的咨询 (姓名、地址、电话等)
B. 送他们圣经或新约圣经，并解释如何来用。
C. 借用打电话或写信的方式尽快联系他们(最好是认识后的 24个小时之内)。
D.与他们一起回顾圣经学习大纲来学习个人“如何逐渐认识神”，之后作为家庭和
与其他信徒的团体如何逐渐认识神，并尽其所能地向他人传讲耶稣。

基础问题：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1. 你是主的门徒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决定成为他的门徒吧。

2. 你已经学习并在主里成长，因此可以教导他人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就开始吧。

3. 你是否使用本课提供的大纲来尽其所能地教导其他人有关神的事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今天开始吧。

实际运用：请使用本课的大纲来教导你带领归主的信徒吧。



12

WOULD YOU LIKE TO KNOW HOW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WOULD YOU LIKE TO KNOW THE LAST GREAT COMMAND
GOD GAVE MANKIND, AND HOW TO FULFILL IT?

WOULD YOU LIKE TO HELP OTHERS OVERCOME THEIR PROBLEMS?

WOULD YOU LIKE TO KNOW HOW TO HELP OTHERS
LIVE A CONSISTENT VICTORIOUS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WITH A FRIEND OR LOVED
ONE ABOUT HOW TO “GROW TO KNOW GOD?”

!!THEN THIS BOOK IS FOR YOU!!

Compiled by Henry Pulsifer

This is one of a series of booklets designed to help you live a successful, victorious, life.
Henry has experienced the victory that comes from living for Jesus for over 40 years;
including God's healing from Cancer as he walked with the cross. Since his healing he has
traveled the world sharing Jesus and helping others learn how to find victory and success by
living for Jesus, and fulfilling God's purpose for their life.

Out of this experience he has compiled several foundational learning guides which enable
people to grow to know God, and understand and live the basic Bible principles for success
and victory in life. This particular learning guide is designed to show you how you can grow
to know God by helping others find success and victory in their personal life, as a follower of
Jesus. It can also be used to help you teach others, and is appropriate for individuals or
groups.

COPYRIGHT 199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study may be reproduced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portions may be reproduced if distributed free of charge.
Proper credit should be given for the source of the material.

PUBLISHED BY:

BROTHERS & SISTERS IN CHRIST
P.O. Box 633

Grapevine, TX 76099
USA

Phone (228) 255-9251
Email basic@basicministries.com

mailto:basic@datasy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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