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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順服很重要呢？ 

我應該要知道什麼有關受洗及聖餐的事情呢？ 

 

 

 

 

備註：不要進入第十二章直到你完成所有下面的功課，完成後請打勾： 

 

 

_____ 研讀並完成第十一章的所有教材 

 

_____ 和帶領你的人討論第十一章所有問題的答案 

 

_____ 背誦以弗所書 5:8-10 給帶領你的人聽 

 

_____ 複習上幾個星期所背的經文及新舊約中所有的書名 

 

 

 

 

 

 

 

 

 

 

 

 

 

 

 

 

 

 

第十一章的功課 

 

為什麼順服很重要呢？ 

    我應該要知道什麼有關於受洗及聖餐的事情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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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真的愛耶穌？ 

 

當我們開始今天順服的功課，有一個問題你一定要考慮：你愛耶穌嗎？耶穌為了你的罪，付上了

極大的代價，就是殘忍地死在十字架上，藉由他的寶血他為你提供了一個可以與神重建關係的方

式。耶穌如此深愛著你、每日為你禱告、安慰賜力量給你、了解你的苦處、在你受試探時幫助

你、並提供你一切所需，但是你愛耶穌嗎？你的行為會顯示出你是否真的愛耶穌。 

 

請讀約翰福音 14:15 及 14:21，如果你真的愛耶穌，你會怎麼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督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順服神的誡命，一個耶穌真正的門徒會盡其所能的作一個

有品德、聖潔的人，在每日所做的決定中順服神及過一個像耶穌的生活。 

請讀約翰一書 2:3-4 

a. 順服神的話會證實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不順服神的話會證實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督徒的本性 

 

當你成為一個基督徒，美好的事情就會發生。請讀哥林多後書 5:17 並寫下這節經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你成為一個基督徒，你就是一個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請讀以弗所書 4:22-24 並寫

下舊人與新人的差異處： 

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經也告訴我們當我們變成基督徒時，我們從‖黑暗到光明‖。請讀彼得前書 2:9 並寫下(1)這節經

文中告訴我們所有有關於基督徒身分的事，(2)及神為我們做了什麼： 

 記經文 以弗所書 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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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讀帖撒羅尼加前書 5:5 及以弗所書 5:8，在這些經文中，基督徒如何被稱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剛剛所讀的經文是令人興奮的經文！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有了新的形象！我們是被揀選的族

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是光明之子！ 

 

活出我們的形象 

 

我們必須照著我們的形象活出來—而且是照著我們的新形象。假如我們宣稱我們因著耶穌與神有

了關係，我們就必須藉由我們對神的順服來彰顯出來。 

 

請讀約翰一書 2:6 假如我們說自己是基督徒，我們必須要做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讀彼得前書 1:14-16 假如我們是順服的兒女，我們應該做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什麼又是不應該做的呢(第 14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讀以弗所書 5:8-11 一個‖光明之子‖應該如何行及生活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個人假如與他自己的自我認知不協調的話，就無法過協調的過生活。”  Neil Anderson 

假如我們對自我的認知是在耶穌裡的新基督徒，那麼我們的順服會因這樣的認知而向水般湧流出

來。我們如何看自己會決定我們如何去做事情。換另外一種說法，並非我們的順服讓我們與神有

一個關係，而是我們與神的關係讓我們來順服及跟隨他。 

 

順服神不僅僅代表我們應該要上教會，或是避免去犯大的過犯，如殺人、偷竊或姦淫；相反的，

順服神代表在我們面臨每一個選擇，不論大或小，我們必須選擇來順服神話語的教導。每一次面

對試探—即便是小事—我們必須選擇來過及行出符合我們新生命的決定。 

 

這個故事是有關於一群基督徒有一天對彼此做了一個承諾，從今天起，每一次要做決定時我們就

要問自己‖耶穌會怎麼做？‖他們發現當他們真的照這個承諾去做時，他們的生命有極大的改變。

每一次受試探要去講八卦或是說不好的話時，他們會問自己‖耶穌會怎麼做？‖每一次當他們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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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關係上受掙扎時，他們會問‖耶穌會怎麼做？‖每一次當他們不想努力工作時，他們會問‖耶

穌會怎麼做？‖每一次當他們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時，他們會問‖耶穌會怎麼做？‖ 

 

基督徒們，我們應當如此生活。順服是指像耶穌一樣生活，像耶穌一樣行；順服是指過我們的每

天、每刻如同‖光明之子‖；順服是指我們每天定時的問自己‖耶穌會怎麼做？‖ 

 

順服是指我們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及每一方面都遵從神的旨意，你有如此做嗎？思考你生命當中不

同的方面，並問你自己是否在每一方面有真的過的像光明之子。將以下各方面與帶領你的人討

論，並將你沒有順服需要做改變的地方圈起來。 

 你有沒有對任何家人生氣(或是家人在對你生氣)？ 

 假如你已婚，你有用愛及尊重對待你的配偶嗎？ 

 假如你有男/女朋友，你和他的關係純潔嗎？ 

 你有冒犯任何人嗎？ 

 在工作上，你是一個信實可以倚賴的員工嗎？ 

 你有對別人說氣話，或是說八卦嗎？ 

 你有不純潔、不好的想法嗎？ 

 你有在讀或聽不好的書或是音樂嗎？ 

 你有在看不應該看(不聖潔)的電視節目嗎？ 

 你有謙卑的服事他人嗎？ 

 你有對別人顯示出真誠的愛(為別人著想、和善)嗎？ 

 你在金錢上有不老實嗎？你有對較會十一奉獻嗎？ 

 你在所有的事上都是真實、誠實的嗎？ 

 你有小心的作神要你做的決定嗎？ 

 其他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記得對神而言，沒有任何一個罪是‖小罪‖或是‖不顯著/不重要‖的罪；沒有一個罪是‖沒有關係

的‖。我們所犯的每一個罪都會讓神傷心，而且請記得，假如我們讓撒旦在小地方戰勝，那遲早會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造成大問題。以弗所書 4:27 說‖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在你生命中哪一個‖小地方‖的不順服可能給撒旦魔鬼留地步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這些‖小罪‖求神饒恕，並求神幫助你即便在這些‖小事‖上順服。 

請記住：當人們合理化他們的罪，他們就編造了”合理的謊言”！ 

靈修思考：假設你一天只犯罪 3 次，想像一天中有 3 次你沒有用你的全心去愛神及愛人，即便其 

他時候你都十分完美，你一年還是犯罪超過 1,000 次！將這個數字乘上你的年齡，你就有 2 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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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4 萬、或 5 萬次沒有遵守神的道的紀錄了！想想看當一個慣犯有那麼多次違規紀錄在法庭上

的後果！ 

這是為什麼我們每天都要‖傳福音給自己‖。什麼是福音？福音教導我們、讓我們知道，我們比我

們自己想像的還要有罪，但是在同時，我們也無法想像我們可以如此被接受及被愛，因為耶穌基

督活在世上並為我們的罪而死。現在花一些時間感謝神的饒恕及恩典，並求神幫助你來愛他及愛

別人。 

 

別人在看我們的順服 

聖經提醒我們說，在我們週遭的人在看我們怎麼做、怎麼說及怎麼想。非基督徒在看我們的行為

是否跟我們的信仰一致。請讀以下的經文並回答問題： 

我們在這個罪惡的世界中及這個‖宇宙‖中，我們應當如何做？(腓力比書 2:15)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應當如何生活，才不致有人來譭謗我們？(提多書 2:7-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假如我們順服神，在外邦人中會有什麼結果？(彼得前書 2: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記住你有可能是別人看到從神而來唯一的訊息，所以我們應該成為光明之子，如此那些不認識

耶穌的人能夠藉由你看到神的光。使徒行傳 26:18‖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

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旦權下歸向神。‖ 

也請記住非常重要的，因為其他的基督徒也在看我們對神順服的榜樣，假如我們不順服神，我們

可能讓別的基督徒也和我們一樣不順服神，請讀馬太福音 18:6‖耶穌如何說那些造成其他基督徒不

順服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你生命中有沒有那部分會造成(或可能造成)其他的信徒來不遵循神的話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為什麼要順服神？ 

為什麼基督徒要順服神的話的教導？我們是否因為順服才能被神愛及接受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不‖！我們是否因為順服才可去天堂？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不‖！ 

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要了解我們的順服並不是讓我們可以去天家或是讓我們可以被神接

受，我們並不是因著我們所做的而被拯救，我們的救贖是因為神的恩典藉由他的愛子，耶穌基督

的死為我們的罪付代價而來的。我們能去天家惟有我們來信靠耶穌，並接受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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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是因為耶穌基督我們能被接受及被神愛，我們不能做任何事情讓神來愛我們更多或比較少

些。我們是神寶貴的兒女，而且我們在他的眼中是聖潔的，單單因為耶穌的血已經洗淨了我們。 

以下有兩個主要的原因我們要來順服神： 

1. 既然我們是新造的人及神的兒女，我們應活出我們的身分。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

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從前未

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彼得前書 2:9-10) 

 

2. 因為我們愛神並感謝他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應該做他所喜悅的事。雖然我們所做的任何一

件事都無法使神來接受我們(請記得，我們能被接受單單是因為耶穌所為我們做的一切)，我們

可以選擇來做討神喜悅或是不討神喜悅的事。(經文顯示基督徒可能做討神喜悅及不討神喜悅

的有：列王紀上 3:10，歷代志上 29:17，詩篇 19:14，以弗所書 5:8-10，歌羅西書 1:10，帖薩羅

尼迦前書 4:1，希伯來書 13:16 及其他的經文) 

 

假如一個兒女做錯了事，他的父母可能會不高興，但是他們不會因此停止愛他。他的不順服也

不代表他就不再是父母的兒女了：同樣的，我們會因著我們的行為來取悅神或是讓神不高興，

但是我們仍舊是神的兒女，而且我們也會一樣的被神愛及接受。 

當我不順服神時，我應當怎麼做？ 

神不希望我們犯罪，但是他知道我們還沒有能力達到完全的聖潔及完美，所以在約翰一書 2:1-2 中

教導我們，當我們不順服時，神的供應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我們犯罪時，約翰一書 1:9 告訴我們要如何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翰一書 1:9 說神會怎麼做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必須順服神的兩個重要方面 

本章後面會討論到基督徒生命中兩個重要的方面我們必須要順服神-洗禮及守主餐。受洗及主餐兩

者都是耶穌在世的時候所行的事，並且耶穌命令說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須要守這兩樣。 

 

什麼是洗禮呢？ 

在我們討論什麼是洗禮之前，我們必須先討論什麼不是洗禮。有些教會教導說洗禮將罪洗淨，一

個人必須經過受洗才算得救。這樣的教導並非合乎聖經。洗禮並不會讓一個人得救，也不會將罪

洗淨。我們得拯救單靠我們對耶穌的信心，及接受他進入我們心中，成為我們的救主(請看本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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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二章)。是靠著主的恩典及耶穌的行動我們得蒙救贖，並不是靠著任何我們所做的事情。聖經

並沒有教導受洗會將罪拿走或是救恩的必要條件。 

 

洗禮是一個人已經成為基督徒的表徵。一個可以代表受洗象徵意義的本質就是婚戒，當一對男女

結婚時，在許多文化裡的習俗就是要彼此交換戒指來代表他們已經結婚了。戒指本身並非是讓兩

者結婚的原因，它只是一個表徵代表他們已經結婚了。這個婚戒代表他們彼此在婚姻裡委身於對

方，同樣的，洗禮並不是讓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原因，而是一個簡單的象徵這個人已經成為基督

徒並且將他的生命交給基督。 

1) 洗禮是一個公開的宣稱，這個被受洗的人是一位耶穌基督的跟隨者。這是內在靈命經驗

的外在表徵，這也是可看見的宣告，這位接受洗禮的人已經藉由信靠耶穌得著救恩。 

2) 洗禮也是我們和耶穌基督合而為一的一幅畫，代表我們與神同死、同埋葬以及復活。 

 

請寫下歌羅西書 2: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寫下羅馬書 6:3-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誰應該要接受洗禮？ 

凡是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救主的人都應該要受洗。所有信徒都應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使徒行傳

2:38)，受洗也是我們順服神的一個標記。藉由受洗，基督徒向世界宣告他們是基督的跟隨者，並

且他們有內在靈命的重生經驗。 

請寫出馬太福音 28:1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些教會相信成年的信徒及他們的小孩應該要受洗。他們如此相信是因為在舊約中成人及小孩是

一起接受割禮的。神指示小男孩應該在出生八天後受割禮，以顯示他們是在亞伯拉罕及先祖神的

庇護下的。讓嬰兒受洗禮的基督徒相信在歌羅西書 2:11-12 的教導是洗禮就如同舊約中的割禮。 

其他的教會相信一個人應該等到他大到能了解救恩的意義，並自己做出決定來接受耶穌基督進入

他的生命中才能接受洗禮。在這些教會中，只有年紀較大的小孩及成人才能受洗，嬰兒並不能受

洗。你應該問你的教會領袖他們的教導是什麼。 

 

洗禮是怎樣的形式？ 

基督徒對於洗禮是怎樣的形式有三種不同的觀點。基督徒是藉由下列三種方式中的一種受洗的：

點水禮、澆灌式的洗禮、以及浸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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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用以下的理由來支持他們對於點水禮及澆灌式的看法： 

• 聖經中提到 19 次‖用血灑在身上‖，因此，點水禮象徵基督徒已經用耶穌的寶血洗淨了(請讀以賽

亞書 52:15 及以西結書 36:25-27)。 

• 聖經中提到 7 次‖我會用我的靈澆灌在你身上‖，因此澆灌式的洗禮象徵聖靈已經賜下來給我們每

一個世代(請讀以賽亞書 44:3 及以西結書 39:29)。 

• 浸水禮在新約中的某些時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徒行傳 2:41、8:38、10:47、16:33)。 

• 世界上 75%的基督徒教會是用點水禮或是澆灌式的洗禮。 

 

其他的基督徒用以下的理由來支持他們對於受浸禮的看法： 

• 根據希臘文字典，希臘字中的受洗意思是‖浸入或潛入水中‖。那些實行浸水禮的人覺得這是一幅

與耶穌同死同埋葬(當他們進入水中)，再同復活(當他們從水中起來)。請讀羅馬書 6:3-4 及歌羅西

書 2:12。 

這三種洗禮的方式(點水禮、澆灌式洗禮、及浸水禮)皆有聖經論點支持，也自耶穌的時代就一直

被實行著，請和你教會的牧者詢問，你們教會是使用何種方式。 

 

你已經受洗過了嗎？請圈選：   有          沒有 

假如你還沒有受洗，你應該與你教會的牧者約一個時間，告訴他你想要接受洗禮的意願，請記住

你必須要了解： 

 洗禮並不會拯救你，惟有耶穌的寶血可以救贖你。有人說‖你可以在約旦河受洗，直到河裡

面的魚知道你的名字為止，但是那樣並不能拯救你。‖洗禮僅只是一個你蒙耶穌救贖的標

誌，也是基督徒因著順服神的命令而做的一件事。 

 洗禮也不是因為你朋友去做，而你也跟著去做的事。 

 受洗也不會讓你成為聖潔，因為只有聖靈可以讓你成聖。 

主的聖餐 

另一方面我們要順服神的地方就是守主的聖餐。聖經告訴我們基督徒要定期的守主的聖餐，就是

耶穌在他的被捕及被釘十字架前，為他的門徒所做的(馬太福音 26 章、馬可福音 14 章、及路加福

音 22 章)。很重要的是就如同洗禮無法將救恩給我們，同樣的，主的聖餐也無法使我們做改變，

所以到底守聖餐的意義為何呢？ 

1) 這是一個對我們的提醒，耶穌將自己的身體及血為我們捨去(路加福音 22:19) 

2) 讓世人知道耶穌的死(哥林多前書 11:26) 

3) 這顯示我們與其他基督徒的合一(哥林多前書 10:16-17) 

聖經告訴我們主的聖餐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及一個神聖的儀式，不容許輕看或是用錯誤的態度來

參與的，事實上，聖經給我們如果我們用不合宜的態度來領主餐時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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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讀哥林多前書 11:27-32，使徒保羅在這邊所給的警告是什麼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 節中所提到‖自我省察‖是什麼意思呢？首先，它的意思是你必須確定你是一個基督徒—你有將

信心單獨放在主耶穌身上，並且已經接受他進入你的生命中(聖經有警告說如果非基督徒參與在主

的聖餐中，將會受罰) 。第二，你必須要知道主的聖餐是預表耶穌死的象徵，它並非只是果汁(或

酒)和餅，而是耶穌寶貴的身體及血的聖潔代表。第三，你要確認在你的生命中沒有還沒有認的

罪，如此你才可以用潔淨的手及心到主的桌前來領聖餐。 

 

我要如何預備來領聖餐呢？ 

在領主餐的前一天(或是那一天的早上)，花一些時間來讀聖經或是默想耶穌為你所做的一切是一

件明智的事。你或許可以讀詩篇的一些章節或是讀以賽亞書 53 章有關於耶穌的死的預言，之後花

些時間認自己的罪，再敬拜神及感謝耶穌並紀念他，因為他為你的罪的緣故擺上了自己的身體及

寶血，讓你可以跟神有一個關係及接受永生。 

如果你現在做一個練習來預備自己接受主餐，你會如何做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假如你以前沒有預備自己接受主餐的習慣，你現在會計畫如何做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個基督徒要接受主餐多少次呢？ 

聖經並沒有清楚的說明我們多久要接受主餐，耶穌只有簡單的說‖你們每逢‖，經常的意思(請看哥

林多前書 11:26)。早期教會天天領主餐(請看使徒行傳 2:46)，其他時候他們是每週領受主餐(使徒

行傳 20:7)，今日大多數的教會是一個月領主餐一次，但是也有些是每個星期領主餐的。 

 

最重要的事 

在我們用順服來結束我們這章節前，我們要來看順服最重要的方面—事實上，是基督徒生命中最

重要的方面。當耶穌被問到最重要的誡命是什麼的時候，他的回答非常的清楚。 

 

請讀馬太福音 22:36-40，並寫下耶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讀哥林多前書 13 章，再慢慢的、仔細的重讀一次，並思考其中的意思。 

 

這章聖經提到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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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包含哪些部分呢？(第 4-7 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在希臘文中，這幾節經文用了 14 個動詞，用意是在教導我們愛是一種行動，而非感覺！ 

 

根據第 2 節，假如你沒有愛，你就變成什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愛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絕對重要的。哥林多前書 13 章告訴我們說，假如我們在我們的行為上完全

順服，但是卻缺少了愛，我們就不過是‖響的鈸‖。事實上，就如你所讀的，聖經告訴我們，沒有

了愛，我們就什麼也不是！沒有愛的順服是沒有意義及價值的。 

 

你有愛的特性嗎？別人有在你的生命中感受到神的愛嗎？別人可以知道從你身上永遠可以得到溫

柔的話及對待嗎？請記住：沒有愛的順服就什麼也不是！ 

 

請再看一次哥林多前書 13 章， 

你有對別人彰顯愛嗎？ 

你是有耐性的，或是你是‖易動怒的‖？ 

你對別人好嗎？請記住：說每一個批評前，先給十個讚美。 

你不忌妒或羨慕嗎？ 

你不驕傲或自誇嗎？ 

你有否小心而不魯莽？你有沒有在別人的錯上仁慈的糾正呢？ 

你有沒有在看顧自己的需求前先看顧別人的需求(腓立比書 2:3)？ 

當別人對不起你時，你能否很快的原諒及忘記呢(馬太福音 5:23-24)？你是否在腦海裡的某

一個檔案櫃中放了‖別人做了對不起你的事‖呢？ 

你是否因善良及真理而喜悅？在你家中有沒有不應該的書或錄影帶呢？ 

你是否一直都是保護、信任、期望及忍耐呢？ 

 

假如你在對別人顯示愛/善意上掙扎，花一些時間禱告，求神幫助你來愛別人。求神來幫助你發展

哥林多前書 13 章所描述的愛。這是一個順服的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不論我們做什

麼，我們都在對神及其他的人彰顯愛。 

 

神是那位唯一可以改變你成為你應有樣式的人，正如撒迦利亞書 4:6 所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不論我們多努力去試，神是那位唯一可以發展你生命中所需

愛的特性的人。記住‖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帖撒羅尼迦前書 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