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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课  圣经信⼼的定义 

使徒保罗宣讲的信息： 

---罗10：8   信⼼的话语 

---罗10：15  平安的福⾳ 

---罗1：16   基督的福⾳ 

A. 信⼼从何⽽来？ 
  1. 信⼼是神的恩赐 

 弗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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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恩典是神的恩赐怜悯，也是神的全能，能⼒的彰显。 

  2．⽤上帝赐给⼈的信⼼严谨辨别判断⾃⼰的能⼒。 

           罗12：3 

  3. 信⼼从听道来 

 罗10：17---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 

B. 信⼼讨神的喜悦 
   1.来11：6—⼈⾮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注意：对神的信⼼就是信靠神。因此，若不信靠神就不能讨神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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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既然我们对神没有信⼼的话神就不喜悦我们，神也有责任指示我们如何获得信⼼，否则神就
是不公平的。 

  3. 神清楚的在他的话语⾥向我们显明如何得到信⼼。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信⼼，就不是神的错
了。 

C. 信⼼的定义 
   1. 来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之事的确据。 

 a.信⼼是现在时。 

 b.信⼼给我们所盼望之事的实底。 

 c.信⼼就是地契。  注意：地契是对房地产的合法拥有权。 

 d.信⼼对没看⻅的事实的确据。 

  2. 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来11：3） 

 创1：3，6，9，11，14，20，24，26 

  3. 两个世界 

 a.林后4：18---属灵的世界和⾃然的世界 

 b.王下6：8-23---属灵的世界和⾃然的世界 

  4. 义⼈因信得⽣ 

 a.哈2：4 

 b.罗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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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课   属神的信⼼ 

可11；22 

我们应该效法神，好象蒙慈爱的⼉⼥⼀样。（弗5：1） 

A．11：12-26是耶稣实践属神的信⼼的例⼦。 

 他命令⽆花果树 

 没有什么事情⽴刻出现 

 当耶稣咒诅⽆花果数那刻开始，它就从根开始枯⼲。 

B．⾃然界和灵界的律 

 1. ⾃然界的律 

  a.重⼒的律 

  b.浮⼒的律（⻜机） 

 2. 属灵的律 

 a宣告的律 （可11：23）. 

 b.信⼼的律 （可11：24） 

        注意：⾃然的和属灵的律，不管是基督徒或者不是，⼀旦⼈进⼊这样的律，律就会发⽣作
⽤。如果你违背规律，你就会得到负⾯影响。如果顺从律，就会得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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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相信 

可11：23 告诉我们要⽤⼼相信。 

⼼是什么？ 
    A．定义“⼼” 

 不是指⾁体的⼼脏 

 意思是内⾥的⼈，核⼼，灵的⼈ 

     B．灵-魂-体 

 神是个灵（约4：24）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创1：26-27） 

 神是什么样的？（出33：17-23） 

 ⼈的存在是三个部分（帖1前5：23） 

 ⽤⾥⾯的⼈去相信（可11：23，罗10：9-10） 

 保罗和他的身体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腓1：23-24） 

 真实的⼈，⼈的身体，⼈的魂（罗12：1-2） 

 耶稣和他的身体是两个不同的部分 

 灵的⼈，⾁体，魂在这段经⽂当中⾮常的明显。（路16：19-31） 

5



全球恩惠更新事⼯ 信⼼基要

第4-7课  信⼼，愚蠢，妄信 

1. 定义 
    A．信⼼简单的定义就是信靠神。如果你信靠他，你就会按他所说的去做。 

    B．愚蠢的意思是⾏事为⼈不智慧。 

 妄信是把某些事当作理所当然的。 

2．信⼼，愚蠢和妄信的例⼦ 
 A．加5：16---如果你不查验你的⼼，你就可能开始于灵⾥，结束在⾁体中。⾏在灵⾥和⾏
在⾁体中有个真实的“细”线。 

 B．别陷⼊愚信中 

 C．做还是不做？帖后3：10 

  D．祷告⼀个配偶 

  祷告⼀个⼈然后让上帝把他/她带到你⾯前。不要过于坚持⾃⼰的⽅式。神知道什对
你是 好的。注意：你不能超越忽视他⼈的意志。 

  E. ⻝物 

  不能除掉卡路⾥, 不能⽤信⼼代替正确的饮⻝习惯 

 F. 锻炼和睡眠 

  不能⽤信⼼代替锻炼身体和睡眠 

 G.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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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眼镜 

 I. 医药（医药不会医治你但可以保持你的身体存活到医治到来） 

  不要取消医疗保险，以为“神不会使我得病因为我已经告诉每个⼈我不会再得病了。” 

 J. ⾦钱 

  不要借钱或预⽀来购买必需品。 

  愚蠢的不纳⼗⼀，不要吃掉你的种⼦。 

 K. 住处 

 L. 奉献 

 M. 逼迫和苦难 

3．远离愚信的误区 
加5：16 

太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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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课  伟⼤的宣告 

⼀．介绍 
我们将讨论关于灵的话语的重要性，因为这与我们对神的信⼼有紧密的关联。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中。 
A．申30：11-20   ⼝和⼼（灵） 

B．罗10：5-13    ⼝和⼼（灵） 

C．来3：1 

1.  词语“宣告”的字⾯意思是按着所赞同的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赞同上帝。 

2.  基督教被成为“伟⼤的宣告”。 

3.  罗4：17---我们像神在创世纪中所做的那样宣告事物的存在。创1：3，6，9，11，14，
20，24，26 

4.  整个宇宙在“话语”的体系下。 

  a.耶稣是道成了⾁身（约1：1-4，14） 

  b.来1：3 神⽤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三．信⼼从听神的道⽽来 
 A．罗10：17---信⼼从听道来 

1. 你可以听别⼈讲神的话，但是只有当你⾃⼰⽤⼝说出神的话语时，神的话才有效⽤。 

2. 书1：8说要⽇夜对你⾃⼰讲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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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雅2：26---我们⼀定要按我们听到的去⾏。 

 B．若不听道，信⼼就逐渐消失了。 

可7：6-13---听从⼈的传统就是与神的话相背。 

四. ⽤神的话更新⼼意 
A．话语更新思想 

   1．罗12：2 

   2．弗4：17-24 

   3．⻄3：10 

B．神的话语应该成为我们思想中的堡垒。 

1. 林后10：4-5---思想，想象，营垒 

2. 注意：7-11-7原则 

3. 书1：8 话语画出图画来。你⽇夜讲说神的话，这样你就可以“看⻅”并“⾏出”神的话。 

4. 腓4：9---听，看，做 

5. 异象是⼀个属灵原则。我们被造时就赋予了默想异象的能⼒。 

  a.书1：8 

  b.箴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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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神希望我们像神⼀样去思想 

 赛55：8-9 

 诗78：40-42 

D．不⾏出神的话，思想就不会被更新 

 雅1：22-25我们需要⾏事为⼈如同我们所相信的。 

 在你没有看⻅，感觉，触到，尝到神回应你的祷告以前就去赞美他。 

五．你要来宣告什么？ 
两种宣告 

1．神的真理     约14：6；箴18：21 

2．撒旦的谎⾔   约8：44 

六．作为教会，我们要宣告： 
我们通过宣告我们是谁，我们的所在，我们所有的，在基督⾥我们所能做的来赞同神。 

宣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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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2课  话语的种⼦ 

介绍：⻔徒问耶稣可4：10中的⽐喻，耶稣在可4：13-20中回答他们。 

在这个⽐喻中，神的话语好象种⼦，⼈的灵好象⼟壤。 

耶稣⽤世界的例⼦来解释属灵的领域是如何⼯作的。 

⼀．四种⼈⼼被显明 

    A．路旁的⼟壤---在路的边缘， 远离中间的部分 

可4：15 

太13：19 

路8：12 

    B．⽯头地---坚硬的⼟地 

可4：16-17 

太13：20-21 

注意：撒旦跟着话语，不是你！ 

路8：13 

    C．荆棘地---各种牵绊的源头 

可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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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3：22 

路8：14 

    D．好⼟壤---健康的，肥沃的，有丰盛出产的 

可4：20 

太13：23 

路8：15 

总之，撒旦惯⽤的夺去或挤住神的话语有五种⽅法： 

逼迫 

苦难 

对世界的关注 

物质的欺骗 

贪恋物质 

⼆．成⻓过程 

    A．可4：26-27---种⼦是个奇迹！ 

    B．可4：27 

种⼦需要播撒在⼟地⾥ 

种⼦需要被浇灌。约4：10---耶稣就神的道也是活⽔。我们⽤神的话语来浇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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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除掉杂草，否则神话语的种⼦就要被挤住。 

约⼀1：9，雅3：10，箴18：21 

    C．可4：28-29---不要在穗⼦成熟之前收割 

公义在吉姆 凯思曼的⼼⾥ 

例⼦：宣教⽤⻜机。我的⾏动过快，⽤借的钱购置⻜机。 

俄罗斯⽅案。 

“约⻄亚”---我不知道种⼦会结出什么，但结果超出我的预料。 

AFCM/JKM的财政---⼏年的时间耕种之后有很好的收成，除掉了贫穷的灵。 

种⼦改变了凯思曼的婚姻。 

中国⽅案---因为俄罗斯⽅案，我们已经知道该种什么了，并期待着这个时刻。我们的信⼼在更
⾼程度上发挥作⽤。 

别墅---从1996，10，22到1998，1⽉，我试图在成熟前来收割。 

1996年的播种带来了⼤丰收。 

三．总结 

⽤信⼼来播种和收获。 

*⼈能想到什么就能获得什么 

*当你在⼼⾥播下⼀个种⼦，这个种⼦就会成为⼀个眼所不⻅的⼒量。                     

13



全球恩惠更新事⼯ 信⼼基要

第13-14课  正确和错误的宣告 
⼀．介绍 
申30：19 

⼆．⽣与死（箴18：21） 
A．可11：23-24 

B．来3：1 

三．对灵⼈好的和坏的⻝物 
   A．神的话语是好的⻝物 

约6：63（灵的⻝物） 

彼前2：2 

来5：12-14 

   B．⾃然的成⻓ 

我们⽣来就有⼀样的肌⾁群 

我们必须有⼀个平衡的饮⻝——从奶开始但 终要吃固体的⻝物 

a.把⻝物放进嘴⾥，嚼然后咽掉——没有别的⽅式 

b.坏的⻝物可能会伤害/杀死你。 

需要锻炼肌⾁ 

给⾁体睡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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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属灵的成⻓ 

我们都要从同样的信⼼开始。（罗12：3） 

我们必须吃“灵粮”——灵⼈不能依靠⾁体的⻝物 

你必须把好的灵粮放到你的嘴⾥。 

 1．罗10：17 

 2．书1：8“昼夜思想”——在灵⾥接受 

坏的属灵⻝物会使你跌倒 

需要锻炼信⼼的肌⾁ 

不同程度的信⼼——帖后1：3 

 ⼩信---太6：30 

 ⼤的信⼼---太8：10 

 没有信⼼---可4：40 

 如同破坏的船⼀样的信⼼---提前1：19 

 我们需要进⼊⼀个安息---来4：3 

四．神的话语如同良药 
箴4：20-23 

为医治和健康建⽴我们的信⼼我们必须⼝服神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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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你服⽤的是神的良药⽽不是毒药。 

五．神的话语可以发展⼈的灵之间的信任。 
    A．落10：17---信⼼从听道来。 

在神和⼈之间 

在⼈的灵之间 

    B．信任可以建⽴也可以被破坏 

箴18：21 

约6：63 

    C．关系被破坏的例⼦ 

谎⾔的破坏---死亡 

真理的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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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要  复习⼤纲 

只要你⽤⼼相信并有相应的⾏动，你就可以拥有你所说的。（可11：23-24） 

⾏⾛在信⼼中爱很重要。因为信⼼靠爱⼼发⽣功效。（加5：6） 

撒旦是谎⾔的作者，在他⾥⾯没有真理。（约8：44） 

耶稣是真理的作者。（约14：6） 

基督教被称为伟⼤的宣告。（来3：1） 

有两种我们可以宣告的⾔语：真理或谎⾔。 

有两个世界，是灵性世界创造了物质世界。（林后4：18，来11：3，约4：24） 

愚蠢就是不智慧的⾏为。 

信靠是基督徒信⼼的另外⼀个词。 

10．根据可7：13，我们⼈类可能因为⽣活中⼈的遗传⽽使得神的话语没有效⼒。 

11．根据可4：13-20，神的话语好象种⼦。 

12．信⼼是对未⻅之事的确据。（来11：1） 

13．信⼼是⼀个属灵的律。 

14．⼈是⼀个有三部分的存在体。⼈是个灵，有⼀个魂，住在⼀个⾁体中。 

15．可4：13-20列出了四种⼟壤⽤来⽐喻⼈⼼。这四种分别是路边的⼟壤，⽯头地，荆棘地，
好⼟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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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对世界的关⼼会挤住神的话语⽽导致不能结出果实。 

17．灵⼈需要灵粮就像⾁体的⼈需要物质⻝物⼀样。灵⼈不能依靠物质⻝物⽽⾁体也不能靠属灵
的⻝物。 

18．就像⻝物需要放到嘴⾥，灵粮（神的话）也需要放到嘴⾥，为的是借着听到神的话⽽使⼼
接受。 

19．信道从听道来。（罗10：17） 

20．⽣与死在⾆头的权下。（箴18：21） 

21．在Rotherham的圣经译本，词语“思想”的意思是“⽇夜对你⾃⼰讲神的话。” 

22．话语可以勾画出蓝图使你想象。（书1：8） 

23．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命的主时，，我们的灵是被重新创造了。（林后5：
17） 

24．⼀旦我们重⽣，我们就有责任要更新我们的⼼意。（罗12：2，约3：3-7，罗10： 

9-10） 

25．基督教不是⼀个宗教，⽽是⼀个家。（弗3：15） 

26．希望就是⼀个强烈的愿望，⼀个有信⼼的期待。（来11：1） 

27．信⼼总是现在时。（来11：1） 

28．神⽤信⼼的话语创造万物，使⽆变有。（来11：3，创1：1，3，6，9，11，14，20，24，
26） 

29．⼈⾮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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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根据可4：13-20，魔⻤⽤五种事情使我神的话语不能在我们的⽣活中结出果⼦：与神的话
相反的患难或逼迫，思虑，迷惑和私欲。 

31．神的信实的。 

32．有不同程度的信⼼。（太6：30，8：10，可4：40，提前1：19） 

33．当我们不断的与神同⾏，我们对他的信⼼回持续成⻓。（帖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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