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汇表 
右手边的栏目所列出来的数字，是在本自修课本中首

次使用该词汇的课文序号。  

   

保惠师  ——  被认为是安慰师和帮助者的圣灵；

被称为是他人的帮助的那一位；被

称为随时随处给予帮助的那一位。

6

不可知论

者  

——  怀疑神的存在或神的可知性的人

们；意指不愿意相信神的存在，或

者是否认神的存在。  

1

不信的人  ——  非基督徒；不相信耶稣基督和他

的作为，还没有得救的人。  

1

 
  

传福音  ——  去宣讲福音；去使人改变信仰而归

向基督教。  

5

篡夺者  ——  财物或各种权力者，他虽然没有权

力拥有这些，却以强迫的手段来占

有，如撒但、魔鬼（课文中正是这

样用的）。  

4

 
  

大使命  ——  耶稣命令要在全世界范围传播福

音；每一卷福音书对于大使命都有

其自己的阐述，但是，正如课文中

所阐述的那样，大使命指的是马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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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28：19-20。  
得胜  ——  这是属灵上的说法，指的是击败魔

鬼；在与魔鬼较量或争战中所取得

的成功（胜利）；得胜的：不会被

击败的，征服了撒但用来攻击我们

的东西。  

9

得胜者  ——  征服、击败或胜过了某人或某事的

人；在课文中的用法是：抵制、征

服或击败了魔鬼。  

9

 
  

方言  ——  讲方言或者是讲话者用一种他从

来没有学过的，不懂的语言说话。

掌管方言的力量是圣灵。  

1

反叛  ——  不服从当权者的人；非但不顺服当

权者，而且还抵制或反对当权者的

人；反叛的，不顺服的；违抗权柄。

4

泛神论者  ——  认为神和宇宙是同一位的人们。  1

翻译  ——  阐释其意思；译出；课文中的用法

是指翻译方言：能够明白以超自然

能力说出来的不为人知的方言，如

圣灵所赐的话语，并以人们所懂得

的语言翻译出来。  

1

 
  

功能  ——  某个人或某件事所起的特殊作用，

或者是表明某一东西之存在的作

用。效用；正常的用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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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  某样东西可以从其中流出或通过

的渠道或通道。  

7

管家  ——  负责管理的人。  7

管家职份  ——  管家的位置、责任、义务。  7

   

幻想  ——  白日做梦；想象的结果；只在心里

存在的形象。  

3

悔改  ——  对所做的错事感到愧疚，并祈求饶

恕，包括远离罪和把自己委身于在

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生活。  

2

 
  

救拔  ——  释放或被释放；从捆绑中得到解

脱。  

1

 
  

客旅  ——  在旅途上的人；流浪者；旅行者；

在国外旅行的人们。  

3

   

门徒  ——  接受和遵守某一教导的人们；在第

五 课 的 用 法 ： 训 练 他 们 作 门 徒

（disciple them）；训练，改变信仰

而归向主，教导他人有关耶稣的信

息。  

5

谬论  ——  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信仰；错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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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  安静、深情地思索神圣的事情，以

此作为一种灵修。  

1

   

偏见  ——  通常是一种强烈的反对意见，这种

意见是由于个人的不喜欢或某种

固有的观念，而没有花时间和心思

去公正判断而形成的；不公正的意

见。  

2

平安  ——  安全；没有恐惧、危险、惶惶不安

和疑虑。  

10

弃绝  ——  完全放弃；抛弃；拒绝进一步跟从、

顺服，或承认。  

2

弃绝神的

人  

——  完全失去了责任感或德行的人；抛

弃神的人；拒绝接受神的人。  

1

祈求  ——  向至高者或神所提出的庄严和诚

恳的要求；一种祷告；所请求或要

求的东西。  

1

屈服  ——  服从；放弃抵抗；放弃或投降；交

出所有权。  

6

   

社会的  ——  与作为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的人

类有关；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或喜

欢与他人生活在一起。  

8

生活所需  ——  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食物、衣

着、居所，等等谋生之道。  

7

圣洁  ——  内在的纯洁；脱离一切不洁净的东

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内在的公义。

9

声誉  ——  人们对于一个人所认为或所说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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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人们所判断或看到的总的品

质或品性。  
试探  ——  通过提供某些享乐或奖赏以使人

试图做错事；一种试验，尤其是对

于行邪恶之事的试验。  

9

手足之情  ——  成为兄弟的状态或情况；宗教上的

弟兄关系；弟兄的情谊。  

2

属灵上的

成熟  

——  在主里的深度：信徒变得更像耶稣

的成长阶段，这种成长是由对神的

爱所驱使的；当一个信徒寻求变得

更像耶稣时的基督样式。  

9

   

贪欲  ——  强烈的犯罪欲望；要不是被犯罪的

欲望直接带向了禁物，就是欲望太

强，以至于失去了自制。  

9

条件  ——  在完成某一承诺之前所提出的条

款和要求。  

6

痛苦  ——  导致极大的疼痛；引起身体或心灵

的强烈悲痛。  

10

途径  ——  获得某样东西的渠道。  7

   

外邦人  ——  敬拜很多神的人或不敬拜神的人。 7

万物有灵

论  

——  这些灵是有人格的，应当受到敬畏

和敬拜，虽然他们不及神。  

1

委身  ——  同意或承诺去做某件事；保证继续

某一行为。  

6

文化  ——  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人群中的观

念、习俗、技能、艺术等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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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  ——  不相信神的存在或其他任何具有

神性的东西而存在的人们。  

1

 
  

信徒  ——  这是一个用来指归向主的基督徒

的词语；一个人已经有了得救的信

心，相信耶稣基督和他的作为。  

2

宣告  ——  公开地宣布；公开和正式地使人知

道；公开地赞美和荣耀。  

4

 
  

盐味  ——  起贮藏、惩戒和洁净作用的东西；

信徒的盐味；信徒关于耶稣基督的

知识，以及耶稣基督帮助他所过上

的公义生活，对他周围的人所起到

的良好影响。  

3

以部落为

中心的  

——  在本课中的用法非常特别，指的是

一个人把他自己的部落作为生活

的中心，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生

活的中心。  

8

以国家为

中心的  

——  在课文中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用法，

指的是一个人把他自己的国家作

为生活的中心，而不是把基督作为

自己生活的中心。  

8

异客  ——  来自他国的被认为是局外人的人。 3

一致  ——  符合；与……相符。  6

以种族为

中心的  

——  在本课文的用法非常特别，指的是

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种族作为生活

的中心，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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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中心。  
诱惑的  ——  通过唤起希望或欲望而被吸引；牵

引或脱离。  

9

优先顺序  ——  在排列或地位上优先的东西；在次

序或重要性上处于优先。  

1

宇宙万物

或本质  

——  在第一课中的定义是：受造的世

界，包括其中的各种植物和各种动

物；在第五课中的定义是，某一东

西所具有的基本特质；类属。  

1，5

宇宙神教

徒  

——  认为无论他们敬拜什么神，所有的

人都会 终得救的人们。  

1

 
  

真实  ——  实际存在的：真正的东西；真实的

情况。  

3

祖先之灵  ——  家庭成员的一份子，并且具有改变

那些活着者的生活能力。  

1

钟爱  ——  渴望或情感；热烈的喜爱之情或强

烈的依恋之情。  

3

自我中心

者  

——  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人；只

考虑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自己的利

益的人们。  

1

总结  ——  用简短的话阐述其主要观点。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