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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神对你的希望 

 

你有没有学过骑自行车？如果学过，你就会知道在你

学的同时，你也必须做很多的事情。你要踩踏板，还要扶

好把手，另外还要保持平衡和遵守道路规则。这些都是骑

车行家理所当然做到的，但是你却不能。 

你是怎样学骑车的呢？应该是一个骑车行家教你的

吧。可能他会向你解释你要怎样做和告诉你如何遵守道路

规则，甚至他会亲自为你做示范。当你自己试骑的时候，

你有没有摔跤呢？因为他知道你会摔跤，所以他可能会帮

你扶着自行车，直到你可以把握好平衡。 

学习过像神的生活也是如此。神很希望我们全部都能

够像他。你也知道他是美善的，有慈爱的，并且是公义的。

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时，我们却不能靠着我们自己过

那样的生活。这一课就是讲述神……这位行家，如何带领

你、告诉你、为你做示范并帮助你，使你越来越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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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你将会学习到… 

良心对你的帮助 
圣经对你的指导 
救主对你的示范 
圣灵对你的引领 

这一课将会帮助你… 

 认识神向你显明如何生活的方式。 
 更好的利用神对你的帮助来过更可靠的生活。 
 说出确信是生命中做正确决定的四种方法。 

良心对你的帮助 

目的 1：定义“良心”和陈述它对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基

督徒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人都有良心。这是分辨好和对的一个内心意识。

既便在你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你的良心都能使你分辨出

对错。你有一种内心的感觉，使你知道哪些是你应该做的，

哪些是你不应该做的。如果你注意到你的良心，你就不会

做很多错事，还可能会做很多好事。当使徒保罗对那些不

知道神的律法，只是根据他们内心感觉而做好事的外帮人

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解释的：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

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

非。”（罗马书 2：15） 

良心是好的。这是帮助我们的一个恩赐。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灵里的平衡感。但是，就像那种帮助我们走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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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的天生的平衡感一样，我们的良心是有限的，不完全

的。 好的走钢丝杂技演员或者自行车运动员有时候也会

跌到，因为他们的平衡感失灵了。同样的道理， 好的人

也会犯罪，因为他们的良心不能充分的控制他们。有一些

人一次又一次地忽视良心，结果他们的良心就没用了。他

们就像那些忽视好路，而偏要自己铺弯曲道路的人一样。

后，他们的道路铺满了杂草，当他们想走的时候却寸步

难行。圣经里说到“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提摩太前书 4：2） 

基督徒不是那样的。当他们重生之后，他们那个错用

了的良心被更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显明了基督耶

稣的死已经更新了我们的良心，这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 

“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 9：14） 

因为基督耶稣洁净了我们的心，饶恕了我们，我们的

良心使我们不再为我们以前的罪而愧疚。 

相反，我们的良心成为了确认我们做得对的一个圣灵

工具。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请求祷告中这样说到：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

事按正道而行。”（希伯来书 13：18） 

你的良心将会帮助你做好事：当你想做坏事的时候，

你的良心会警告你；当你想做好事的时候，你的良心会使

你心里感到平安。一个安静的良心就是一个无亏的良心（彼

得前书 3：16）。保罗对提摩太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警告： 

“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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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提摩太前书 1：19） 

习题 

1. 下面是有关良心的表述，把正确的表述圈出来。 
a) 只有非基督徒才有良心。 
b) 耶稣基督更新了基督徒的良心。 
c) 更新了的良心是一种圣灵的工具。 
d) 良心是不会错的。 
e) 一个基督徒是应该存无亏的良心。 

2. 把下面的经文写在笔记本上，背诵它，把它当作一 个
指导。当你必须做决定，到底是做这件事还是不做的时候，

问一问你自己，到底哪一个决定能够使你有无亏的良心。 

“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使

徒行传 24：16） 

圣经对你的指导 

目的 2：解释圣经是如何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做指导的。 

在上一课你学习到圣经是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方法。

你还记得，旧约记载了神对个人和以色列国的作为，神选

择了用那样的方式来显明他的性情和他的方法。新约就记

载了神通过基督耶稣，将他自己完全的显明出来。福音书

记录了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教导。使徒行传继续讲述耶稣的

事。使徒之间的书信解释了教导。启示录讲述了 后的胜

利。 

圣经告诉了我们很多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明

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整本圣经了。现在很多人，包括基督徒，

都不明白为什么神的话语在今天对我们那么重要。圣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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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此做了很好的回答：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 3：16） 

圣经是来自神的，因此对我们很有用。它是用来教导

我们真理，讲述有关真神的事情和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忽视和犯错，因为我们可以求神帮助，

把生命中的错变为对。圣经里清楚的教导将会指导我们过

正确的生活。 

如果我们不让圣经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的态度和行为

像神，那么圣经的知识对我们就没有用了。另外，除非我

们听并明白神的话语，要不希望神帮助我们改变生活也是

枉然的。 

诗篇的作者很尊敬神的话语。他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

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诗篇 119：105－106） 

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完全指导。所以，当我们对

我们所表现的、所感受的、所做的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必

须继续读圣经。 

圣经包含指示。这些是绝对要遵守的规则。圣经也给

予了行动的样式。这不会告诉我们具体要怎样做，但却帮

助我们决定怎样做。 

后，圣经还给了我们一些例子。有的人遵守神的规

则，有的人背叛神的规则和神，有的人接受神的样式，有

的人拒绝神的样式。不要怀疑神要我们效法的。好的激励

我们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坏的警告我们去对抗不讨神喜

悦的感觉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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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语是非常实际的，它是对付现实的。如果我们

要在生活中活出神的样式，我们就必须实行，而且要知道

神的话语。知道神的话语，需要有一个顺服的意愿和学习

的训练。这是在生活中真正快乐的方法。 

“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

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

忘记你的话。”（诗篇 119：14－16） 

习题 

3.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圣经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而默示出来的。 
b) 圣经对于教导真理是有用的。 
c) 圣经是用来帮助基督徒处理生活的。 
d) 圣经只是一张记录了你必须做的事情的清单。 
e) 圣经里面有很多好的生活指示和样式。 

4. 在这部分里面出现的三处经文中选一段出来，把它写在

你的笔记本上，背诵并学习。这样你就能够向任何人解释

圣经对于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了。 

救主对你的示范 

目的 3：解释基督耶稣是如何作为你的神和救主的榜样的。 

圣经给我 有价值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可能你告诉

其他人耶稣是你的救主，可能你把他当作你永远的主。这

些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那么你怎么能经历没有救赎的新

生命呢？你怎么能够过没有主参与的生活呢？只有耶稣能

够救赎和保守我们，但我们要请求耶稣住在我们心里。耶

稣是基督，而你就是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你是基督的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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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他其中的一个门徒。门徒就是那在思想和行为上都

学习像主人一样的人。 

你有没有玩过一个叫“跟随领导人”的游戏？一个人

做一连串的动作，跳、弯腰、走路……而其他人跟他做动

作。如果你没有跟他做，或者是 慢的一个做，那么你就

输了。那个游戏是根据模仿而设的。圣经教导我们要效仿

我们的主：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前书

11：1）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自己卑微，存

心顺服，以至于死。”（腓立比书 2：5，8） 

在耶稣基督走顺服的道路上，他通过他的行为把他的

性情显明出来。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这样总结地说

到“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因为神与他同在。”（使徒行

传 10：38）彼得与耶稣一同生活过，他知道耶稣的性情。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

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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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阅读圣经的意义了吗？你不仅仅是要知道在福

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的生平，你还要知道耶稣的方式并且

借助在你里面的神的灵来效法那些方式。这是不容易的。

耶稣在世上很清贫。事实上，他为我们吃了很多苦。彼得

说：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

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 2：21） 

现在你知道你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他是如此的奇妙！

你有可能完全像神那样吗？神当然希望我们每天更像他，

但是就像保罗说的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还远达不到他的标

准（腓立比书 3：12）。但是我们将会达到他的标准！下面

就是对神的孩子和你的奇妙应许：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

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

洁净一样。”（约翰一书 3：2－3） 

习题 

5. 下面是关于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的表述，把正确的表述圈

出来。 
a) 我们必须尽心爱神。 
b) 我们必须向那些穷人传好消息。 
c) 我们必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d) 我们必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e) 我们必须成为木匠。 

6. 阅读哥林多前书 11：1，然后祷告。你要效法耶稣，祷

告让圣灵向你显明，在哪些方面别人是可以效仿你的行为，

求圣灵把你还没有效法耶稣的方面显示出来，求神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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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帮助你改正。把那些方面写在笔记本上，每天为使自

己更像耶稣而祷告。当圣灵帮助你改过之后，把那个方面

从笔记本上删掉，写下圣灵帮助你学到了什么。 

圣灵对你的引领 

目的 4：解释圣灵在引领你进入基督似的生活中的工作。 

世界上有很多人知道耶稣的事迹。他们是看了圣经后

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效法耶稣。不知为

什么，他们还没有看到请求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从而成为

基督徒的必要性。那就像学习骑自行车，但却从不亲自在

车上尝试一样。你不亲身尝试，是没法学会的。要像耶稣，

你必须要先成为神的孩子。 

很多神的孩子在生活上从来都没有长进。他们不能抛

弃以前的罪和坏习惯。他们真心的悔改，但却再一次犯错。

他们就像一个自行车的初学者，不断的从车上摔下来。为

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专门的老师帮助，没法自己保持平衡。 

感谢神，这里有一位专门的老师帮助我们。如果我们

是神的孩子，我们的老师就在我们里面了。他就是神的圣

灵。神的灵是我们忠实的朋友和帮助。我们是怎样跌到的

呢？是因为拒绝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每天向他寻求扶持，

就像老师扶着初学者的自行车一样。这样我们就会有信心

的向前走，每天更像耶稣。 

耶稣的门徒跟随了他三年。耶稣教导了他们很多知识，

也给他们做了榜样。但是耶稣知道当他离开后，他们还是

需要帮助，所以他赐下了应许：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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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约翰福音 15：26） 

我们的帮助者在我们里面更多地显明父神和神的儿

子。他通过指示我们来帮助我们。他使用圣经里面的话语，

并让我们更明白那些话语。就像耶稣早前说的：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

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

一切话。”（约翰福音 14：26） 

圣灵教导，而且他也要我们想起我们所学过的。当我

们需要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想起经文。当我们在困境的时

候，他会教导我们怎么说（马可福音 13：11）。他的职责就

是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约翰福音 16：13），而且引导我们生

活的方式。当我们让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战

胜我们人的本性。只有当我们跟从圣灵的引领和帮助，我

们才可以让神性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仔细阅读保罗说的

话：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

止。…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

书 5：22、23，25） 

圣灵必须控制我们的生活，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用努

力吗？当然不是！而是说我们不能继续忽视神的方法。我

们必须省察我们的态度和行为，请求圣灵来改变我们，使

我们像基督那样。这就是他引领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 

这些看起来对你是不是很难呢？花一点时间，想一下

神在你里面已经做了什么。这是圣灵帮助你，使你成为基

督徒。圣灵给了你生命，因着他的能力，你成为了神的孩

子。你经历了神的真实和他对你的饶恕。你的良心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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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你的生命有了另一个意义。每天，神――你的天父，

在回应着你的祷告。因着这些，你才会了解更多有关神的

事情。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动工！而且不但是

在你里面，还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 

我们不需要再惧怕跌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

从个人经历中知道：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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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

儿女。”（罗马书 8：14－16） 

习题 

7. 阅读这部分引用的经文。然后在下面每个句子下面写出

告诉我们真理的相关经文。 

a) 圣灵引领我们。 
                                                         
b) 圣灵给予我们生命。 
                                                         
c) 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真理。 
                                                         
d) 圣灵帮助我们记起神的话语。 
                                                         
e) 圣灵在我们里面产出基督一样的性情。 
                                                         

8. 保罗如此祷告，我们也为你如此祷告。把你的答案写在

下面的空白处，并且为此祷告。 

我，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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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     ，使    真知道他；并且

照明     心中的眼睛。使     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     
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以弗所书 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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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5. a) 我们必须尽心爱神。 
b) 我们必须向那些穷人传好消息。 
c) 我们必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d) 我们必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1. b) 耶稣基督更新了基督徒的良心。 
c) 更新了的良心是一种圣灵的工具。 
e) 一个基督徒是应该存无亏的良心。 

6. 你的答案。 

2. 你的答案。 

7. a) 罗马书 8：14 
  b) 加拉太书 5：23 
  c) 约翰福音 15：26 
  d) 约翰福音 14：26 
  e) 以弗所书 5：22－23 

3. a) 对 
  b) 对 
  c) 对 
  d) 错 
  e) 对 

8. 在空白处填上你的名字。 

4. 你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