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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预备好 

 

你还记得你开始学习阅读的那一天吗？当时觉得很困

难，对不对？一开始你对阅读毫无认识。那么会有人教你学

习拼音。很快，你会读一个字，之后是一个句子。一步步地

你开始学会阅读，直到现在阅读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很自然的

事情了。 

也许你也记得你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培训的日子。你并不

是在一日之内学成所有一切。你一次学一点点，然后把学到

的放在实践工作中，直到 后你有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基督徒作见证过程中，也是一样的。在你开始跟别人

分享基督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学习。在第一课里，我

们学习了神要我们跟所有人分享福音的计划。现在我们看

看，为了为基督赢得灵魂，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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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中，你会学到……. 
学习认识基督 
被圣灵充满 

你需要能力 
你需要带领 

使用 好的工具 
圣灵的宝剑 
耶稣基督的名 

这一课将帮助你…… 

■ 理解预备自己进行个人宣教的基本要求 

学习认识基督           

目的 1：解释我们怎样能更好地认识基督。 

我跟你得救都是有用途的。我们被呼召要作见证，跟别

人分享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作的一切。但在我们能够为基

督作见证之前，我们个人必须首先要学习认识祂。要认识祂，

我们必须要花时间与祂在一起。我们怎么可能跟别人讲一个

我们不认识的人呢？有法庭要你为一宗你根本不知道的案

件作证吗？ 

主耶稣差祂的门徒去整个世界传福音，那是真的。然而

主也吩咐他们等到他们完全地被预备好了才出去传福音。这

样的预备要花时间。 

记住一些经文或学习去接近人们的方式也许不用花太

多时间。观察其他主的工人如何把人带到基督里也不用太长

时间。但学习认识基督，认识祂复活的大能，认识祂爱之深，

则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跟主学习了。在我们与祂一起做工的

时候，我们总会渴望更多的认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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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写到这一点。他说他已经

下定决心不知道其他任何人或事，只知道耶稣基督并祂钉十

字架（阅读哥林多后书 2：2）。 

门徒也有学习的时候。他们学习的时间正是他们成功传

遍基督福音的关键秘诀。我很确信，在基督呼召祂的门徒的

那一天，他们就信祂了。信主耶稣和接受祂只是一阵子的功

夫。然而就好比一个婴孩慢慢长大，某一天开始走第一步，

去学习认识主耶稣花了门徒很长的时间，他们一生的时间。 

 

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主耶稣在一个婚宴上把水变成了

酒。当祂的门徒看见后，他们信祂。当主耶稣斥责风和汹涌

的海面时，风止住，海面平息了。祂的门徒很惊讶，问说：

“这到底是谁？”。那一天，他们认识祂多一点了。他们看

到祂更大的能力，他们对自己的主无限的能力的认识使他们

心里面有了平安。 

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要结束祂在地上的传道

时，祂的很多门徒离开了祂，但不是深刻认识祂的那十二个

使徒。彼得代表他们说：主，我们不会离开祢，因为祢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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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道（约翰福音 6：68）。这里的认识使他们更亲近主耶稣。 

其中一位多马对自己所信的主的死表现得非常的震惊。

一夜之间，他开始怀疑了，他不肯接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事实。但当主耶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他跪下来说：“我的

主，我的神！”（约翰福音 20：28）。这一次对基督个人的认

识使多马更亲近主。 

彼得在主耶稣山上变形的时候看到了主所有的光彩（路

加福音 9：29）。神向他现象了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天性。

主耶稣给了他三次责令去喂养和顾念其他信徒。因主耶稣的

名，彼得说话带有能力与权柄。但他还不知道神的爱的延伸

与爱之伟大。他不知道神的爱是给所有人的，尽管他们来自

不同的种族或不同肤色的民族。神费了很大劲才把彼得带到

哥尼流的家。直到那一刻，彼得才认识到神不偏待人（使徒

行传 10：34）。 

现在你可以看到，门徒正真地认识主是通过持续地经历

跟祂在一起，听从祂和跟祂交谈的。在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

主之前，我们也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认识主。 

做一做 

1.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我们怎样能 好地认识基督? 

a.花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 

b.作记忆性工作。 

c.看祂怎样在其他人的生命中动工。 

d.听从祂。 

e. 跟祂谈话。 

f. 学习跟别人交谈的方法。 

2. 列举两项门徒在进一步认识主的时候所学到的。 

3. 一个人要真正认识主耶稣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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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圣灵充满  

目的 2：讲述在个人宣教中圣灵是怎样帮助你。 

你需要能力 

为了在我们的个人侍奉基督的过程中看到果效，你和我

都需要能力。在基督开始在地上传道之前，祂被赐予圣灵的

大能（读路加福音 4：18）。基督知道祂的门徒将会面对困难

和需要帮助。在离开他们回到天父的身边之前，祂说：“但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1：8）。 

圣灵被差来是要叫我们得着勇气和能力，圣灵在我们日

常个人见证基督中帮助我们。 

 

1965 年，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的国家经历了一

场大复兴。那个时候一到周末，我们就出去作见证。我们看

到很多教会成长起来，也有很多新的教堂建立起来。促使这

一切发生的是圣灵的大能。 

然而，你也许会问我：“我怎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

只要向主敞开你的心，告诉祂你的软弱，告诉祂你渴望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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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分享祂的福音就可以了。主会用祂的灵和大能来充满

你，你会感受到被装备好接受任务的喜乐。这一个应许是给

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使徒行传 2：1－4，39）。 

做一做 

在以下的练习题中，括号里给出两个答案，把正确的答

案选出填写在空白处。 

4. 被圣灵充满的正常的结果是我们接受了______(大能/福

音)，成为______ (使徒/见证者)。 

5. 基督吩咐祂的门徒等候直到他们被圣灵充满。祂这样做

是因为祂知道他们将会遇到____________（要学习的东

西/难题），他们需要_______(书本/帮助)。 

你需要带领 

主耶稣的使命是要我们到世界各处去，主耶稣的工场很

大。为了避免浪费时间，你和我需要圣灵的带领。主耶稣向

祂的门徒保证说，圣灵来的时候要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约翰福音 16：13）。 

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希望被带领。有些求助于自己已去

世的先人，求他们的带领。其他呢，则试图从星宿、太阳或

者月亮里找到方向。但如果我们寻找侍奉神的地方，我们的

带领就要从神而来。无论祂带领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知道

那是正确的，因为祂是道路。即使是一架飞机在漆黑云层中

也能被引领，直到降落为止；主会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到

合适的人那里去。 

腓利被圣灵带领到一位在野外正饥渴慕寻找神的人那

里去（使徒行传 8：29）。使徒保罗被圣灵带领到正确的地方，

所以他能听到那马其顿人的紧急情况然后帮助他（使徒行传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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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神通过圣灵把神招聚的传教士带到了非洲西部

的一个国家塞拉利昂（Sierra Leone）。他们从那里转移到法

语国家几内亚（Guinea），经过马里（Mali），进入到非洲西

部的中心地带，到了我的国家布基纳法索。 

如果圣灵没有带领这些传教士，他们有可能在他们途径

的任何一个国家停下来。但由于他们跟随圣灵的带领，布基

纳法索的很多人信主了。而正是这些新信主的基督徒把福音

传到几乎所有的临国。 

求圣灵带领你到将会听你讲福音的人那里去。我很高兴  
神把传教士带领到我的国家，甚至在我出生之前祂就带领人

到那，因此我能认识主耶稣。 

做一做 

6.以“是”或“否”回答以下问题。 

a） 我们已去世的先人能帮助我们认识在生活中要做什

么吗？       ____ 
b） 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求助于星宿来为

我们指向吗？ ____ 
c） 如果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祂总会带领我们吗？           

____ 

7. 我们已经讨论过有三次人允许圣灵来带领他们，结果分

别是怎样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 好的工具  

目的 3： 解释要抵挡魔鬼、跟别人分享主耶稣的福音，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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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宝剑 

我的族人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赤手空拳杀不了

蛇。”主耶稣差我们到这世界并没有让我们赤手空拳。祂赐

给了我们工具让我们在做工过程中能够使用。任务是重大

的，我们凭着自己的力气完成不了。 

 

魔鬼试图拦阻我们，不让我们跟别人分享基督的福音。

首先，魔鬼拦阻了第一个人亚当完成神的旨意。也拦阻以色

列民不让他们遵从神。甚至企图拦阻基督去跟人分享神的

爱。主耶稣跟魔鬼对抗 终取胜。主耶稣使用什么工具把魔

鬼打败呢？主用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灵的宝剑”。如

果我们也使用圣灵的宝剑，我们也能够战胜魔鬼。 

希伯来书 4:12 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

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主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时使用的就是这一把剑（马太福

音 4：4）。 

司提反也曾使用这一把宝剑令控告他的人烦恼气愤，对

他咬牙切齿（使徒行传 7：54）。 

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教导他们要穿神所赐的全副属

灵军装。对抗魔鬼的战役是很激烈的。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

争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保罗给我们描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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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穿起全副属灵军装的战士，军装保护他免受敌人的攻击。

他在以弗所书 6：14－17 里列出了全副军装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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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       腰带 

公义            —————＞       护心镜 

预备好分享福音  —————＞       鞋子 

信心            —————＞       藤牌 

得救            —————＞       头盔 

神的话          —————＞       圣灵的宝剑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刻，你已经接受

了救恩的头盔。当你宣告真理的时候，你就束上了腰带。你

新的生命是纯洁洁净的，因为有公义的护心镜。你的鞋子就

是你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渴望。圣经就是你圣灵的宝剑。当

你把这些配件都佩戴上时，你就能战胜那场战役！ 

主耶稣的名 

不要忘记你已经被赋予了特权去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

的信息。你宣告并不是奉自己的名，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外交大使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以自己国家的名字说话。 

能拯救的是主耶稣的名。除祂的名以外别无拯救。如果

我们通过这一个奇妙的名来到神的面前，祂会垂听我们并应

许我们的祷告。基督留给我们的不是金不是银，祂留给我们

的是钱财买不到的。祂留给我们的是祂奇妙的名！难怪全世

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高唱主耶稣的名，这名真奇妙！ 

祂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以赛亚书 9：6） 

做一做 

8. 主耶稣使用什么工具来阻止魔鬼拦阻自己的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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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耶稣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特别的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假设你没有穿上神所赐的属灵军装。什么事情可能会发

生在你身上？ 

a.魔鬼很轻易就能拦阻你，不让你遵从神。 

b.魔鬼不能够拦阻你遵从神。 

11.选择你必须要穿上的属灵军装配件，在空白处打钩。 

            需要                 不需要 

腰带…………____                 ______ 

护心镜………____                 ______ 

鞋子………  ____                 ______ 

藤牌………  ____                 ______ 

头盔………  ____                 ______ 

宝剑………  ____                 ______ 

我希望你喜欢第二课。在你继续往下学习之前，我希望

你能想一想你愿意去帮助认识基督的某一个人。祷告求神帮

助你能跟那人分享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自己的救主的经历。

把那人的名字写在这里，为他祷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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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a.对    b.错    c.对    d.对    e.对    f.错 

2．能力，爱 

3．一生的时间 

4．大能，见证者 

5．难题，帮助 

6．a.否    b.否    c.是 

7．他们带领其他人回到基督里面。 

8. 神的话 

9. 祂的名字 

10.a.魔鬼很轻易就能拦阻你，不让你遵从神。 

11.如果你没有在“需要”一栏下面的空白处全打钩，现在

就祷告求神帮助你穿上全副的属灵军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