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春季主日學	  2	  －	  5	  月，2月7日开始 

•  课程：安提阿学院（bild.org）First Principles Series 1（6 課）	  
•  特点：1）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注重能力培养；2）强调

在圣经真理基础上的集体讨论和应用；3）以圣经神学为主

要架构，强调耶稣基督和使徒们使用的方式	  
•  安排：每一课大概分2-‐3次完成，有作业和练习	  	  	  	  
•  范例：	  

第一课：福音信息	  
1）读经 使 10：34－48	  
2）参考学者的评论	  
3）仔细分析的问题	  
4）原则运用	  	  

请与李晖弟兄联络若你有意参加这个课程。谢谢！ 



經文	  
8:12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

活着。 8: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

的恶行必要活着。8:14 因为凡被　神的灵引导的、都是　神的

儿子。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

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

我们是　神的儿女．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　神的后

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

得荣耀。 8: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众子显出来。 

8:20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

他如此的。 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

苦、直到如今。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

赎。



經文	  
8:24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

盼望他所见的呢。 8: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

等候。 8: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

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8:27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　神的旨意替

圣徒祈求。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

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8:30 预

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

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作长子．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

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背誦經文	  



順從聖靈過生活	  (2)	  
	  

（Live according to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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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聽到。。。 

•  福音朋友問：“基督徒是如何對待自
己的罪？”	  

•  初信的基督徒問：“基督徒的生活應
當是什麼樣呢？”	  

•  年長的基督徒問：為什麼“…	  我们受
患难原是命定的。(帖前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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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工作 
羅8:1-‐17	  闡明了四部分：	  
1）聖靈賜我們生命和自由；	  

	  8: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
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2）聖靈要我們體貼祂的心意；	  
	  8: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3）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	  
	  8:9 如果　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
圣灵了。	  

4）聖靈與我們的靈同証。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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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工作 

從三個方面來體會 羅	  8:12-‐30：	  
1）現在：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 

2）過去：	  
	  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3）將來：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
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
们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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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1）： 欠債 

1）欠債：	  
2）正面：向神活	  
3）負面：向肉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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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8: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Therefore, brothers, we have an obligation --- but it is not to the 
flesh, … but 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misdeeds of the 
body, you will live. 

太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現在（2）： 聖靈的同証 

•  兒女	  
1）神的兒女，“阿爸，父”	  

-  親密的關係	  
-  安全感 	  	  

2）與基督同作後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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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因为凡被　神的灵引导的、都是　神的儿子。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Spirit of adoption)、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　神的儿女．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　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反思，討論，應用 
更深理解：	  
1）所是(being)	  和 所為(doing)	  	  
2）三種順服：處於愛；處於責任；處於懼怕	  
3）聖靈在教我們的一個重要和主要的禱告內

容和方式	  
	  

方法：	  
1）獨處和默想	  
2）我們的禱告：單向還是雙向？	  
3）聖靈工作的一個特點：溫柔	  
	  

應用：	  
在本週中，記下你體會到神的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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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3）： 與基督一同受苦 

受苦：	  
1）罪：	  

	  提後3:1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3:2	  因为那时人
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	  

2）與罪斷絕：	  
	  彼前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
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3）為主受苦／為義受苦：	  
	  腓1:29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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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　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
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8: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8: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
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8:27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　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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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r;n	  Luther	  King,	  Jr	  
	  “I	  Have	  A	  Dream”	  
August	  28,	  1963 

	  
 

I am not unmindful that some of you have 
come here out of great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esh 
from narrow jail cells. And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om areas where your quest -- 
quest for freedom left you battered by the 
storms of persecution and staggered by 
the winds of police brutality. You have 
been the veterans of creative suffering.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faith that 
unearned suffering is redemptive. Go 
back to Mississippi, go back to Alabama, 
go back to South Carolina, go back to 
Georgia, go back to Louisiana, go back 
to the slums and ghettos of our northern 
cities, knowing that somehow this 
situation can and will be changed. 



反思，討論，應用 
更深理解：	  
1）自戀的時代(most	  narcissist	  genera;on)	  
2）為主吃苦／受苦的心智	  
3）神知道我們在吃苦／受苦	  
	  

方法：	  
1）明白＋配合聖靈的禱告（羅8:26-‐27）	  
2）為他人的需要著想並有實際行動	  
	  

應用：	  
在本週中，反思我自己的信仰過程。我有因為
基督的緣故而吃苦／受苦嗎？有實際行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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