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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徒 
福音投影使用手册 

 

 

诗歌：补 837 首  需要耶稣 

723 首  信的故事 
 

中心负担：要人看见基督的宝贵，而渴慕成为一个基督徒 
 

纲要简介： 
一 “基督徒”一词的字义 
 

二 基督徒的历史 
 十二门徒 

 基督徒的性质 

 召会的开始与建立 

 初期基督信徒的记号 

 彼得与保罗的事例 

 

三 基督是谁 
 基督是神 

 基督是人 

 基督是神而人者 

 基督是生命 

 基督徒的见证 

 

四 认识得救 
 得救不是外面的事 

 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 

 

五 信入的路 
 听 

 珍赏 

 呼求 

 接受 

 享受 

 受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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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投影片 1 基督徒是一班什么样的人 

  问：基督徒是一班什么样的人？ 

  听取三至五位的回答，若有正面的回答就即时肯定 

  正确的答复如：基督徒是一般爱读圣经、爱聚会、爱 

     唱诗的人、主日聚会的人、呼喊主名的人、好人，或 

     比较好的人 

  接下去再问：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 

  注意避免各种教派的争论 

 

投影片 2 “基督徒”一词的字义 

  新约圣经原文是希腊文，因此基督徒原文字是希腊文 

  简单介绍弥赛亚、受膏者 (弥赛亚是旧约豫言，历代以色列子民盼望，要

来完成神旨意的那一位) 

  Christianos 是辞文字和希腊文的一对一的译法，指依附基督的人，跟从

基督的人。有时也翻译为 “基督人” 

 

投影片 3 耶稣的十二门徒 

  简单以彼得，安得烈，雅各，约翰蒙主呼召的历史来引导 

  基督具有大磁石般的能力吸引人（ 早的四门徒立刻撇下网、跟从主）

(太四) 

  基督不是凭外表或属地的权能吸引人，乃是祂神圣的所是如大光照耀一样 

  被呼召的门徒是渔夫、税吏等被人看不起的人，和人的观念不同 

 

投影片 4 基督徒的性质 

  九福的赏赐 

  举例子说明其中的几福，如温柔、制造和平等 

  得救前后的对比，用弟兄姊妹或自己的见证，如信主前家庭破裂，吵架，

信主后和睦等等 

 

投影片 5 召会的开始 

  先说主死而复活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后公开升天 

  再讲一百二十位信徒在耶路撒冷小楼上同心合意祷告十天之久。从复活后

第 50 天，圣灵浇灌耶路撒冷门徒，史称五旬节 

  五旬节圣灵降下，彼得起来传讲，三千人得救信主，耶路撒冷召会的开

始，主要是犹太信徒 

  接着信徒受宗教逼迫、议会捉拿。彼得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家、圣灵再次

浇灌，外邦信徒也信主得救 

  在此重点是说明信基督不是信西方人的“洋教”，因为连美国人、英国

人、希腊人等在犹太人眼中都是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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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6 初期召会的建立 

  先点出初期召会的特点：坚定持续、挨家挨户、同心合意、单纯用饭、主

将信徒天天加给他们 

  重点是要改变人们对召会错误的观念 

  召会不是教堂，不是外面的建筑物 

  召会乃是蒙神呼召出来的会众，是蒙神从世界召出来的一班人，聚集在一

起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上教堂，而是充满了基督的爱、甜美，吸引人的生活 

  这样的福音满有能力，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 

  但是宗教的逼迫还在，议会的捉拿不断 

 

投影片 7 “基督徒”一词的出现 

  因受逼迫，福音传到安提阿，就是今天叙利亚的北部,当时信徒人数甚多 

  “基督徒”一词初次使用是在安提阿 

  早是作为辱骂的绰号、名称，含有轻蔑的称呼 

  现今这名称有正面的意义。问问大家知不知道那时基督徒有甚么记号没

有？ 

 

投影片 8 初期基督信徒的记号 

  那时基督徒有一个很强的记号就是呼求主名 

  五旬节彼得首次传扬呼求主名—呼求主名，就必得救 (行传二 21) 

  扫罗四处捆绑基督徒．就是捆绑呼求主名的人(行传九 14) 

  那时基督徒既没有门牌，也没有证件，他们惟一外面的记号乃是呼求主名 

  加重题这一点，为什么呼求主名对基督徒那么重要？有人说神是无所不

知，何必用口喊出来？祂又不是听不见。但基督徒却不这么想。呼求主名

是他们一个很强的记号。不错，神不是听不见，但是呼求主名却是基督徒

享受救恩泉源 好的路。 

  可举例说明好多基督徒呼求主名的益处 

  示范呼求主名三次 

 

投影片 9 彼得的事例 

  重点已在投影片上有提示 

  用对比的方式讲述彼得的转变。他天然人软弱,如三次否认主,回去打渔

等，主复活后,却刚强传讲,建立召会,牧养群羊 

  特别点出彼得的转变是因着主复活后,主向他的显现。这是主复活很强的

证明 

 

投影片 10 保罗的事例 

  重点已在投影片上有提示 

  用对比的方式讲保罗得救前后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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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前：对祖宗的宗教大发热心、在犹太教师迦玛列门下受教、是希腊和

希伯来语言学者、还是罗马公民 

  精通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及罗马政治 (腓三 5) 

  重点是：一方面神要得着保罗，要使用保罗，另一方撒但也要得着他。 

  朋友们也是一样，神也要得着你们 

 

投影片 11 何为基督徒 

  从前面的榜样看见，神是要得着一班相信接受祂的人 

  重要的点是：相信、接受使人和神发生了关系而成了基督徒 

 

投影片 12 基督是谁 

  可以提我们相信、接受的这位基督是谁呢？ 

  再提一下前面的事例,看见为什么这些人接受基督以后有那么大的转变？

因为基督是奇妙的、美妙的，是值得我们相信接受的，让我们来简单地看

一看基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 

 

投影片 13 基督是神 

  基督不是普通的历史人物，祂不是凡人，祂的奇妙是因为祂外面是人而里 

     面就是神自己，祂是神 

  带大家读投影片上的经节 

 

投影片 14 基督是人 

  第二，祂不仅是神，祂也是人，祂是神亲自来成为一个人，但祂没有罪 

  祂是一个真正的人，有血有肉，会累会饿，有痛苦也有悲伤的感觉 

  与我们一样，但祂没有罪，所以祂能拯救世人 

 

投影片 15 基督是神而人者 

  祂具有神人二性，有神性也有人性 

  人的愿望是要变成天使,变成仙人，脱离人世，脱离凡麈。但神的经纶是 

   神要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过一个人的生活。这个神而人者的生活，里 

   面的实际是神的属性，外面活出来的生活是人的美德。 

  基督耶稣是第一个基督徒的模型 

  所以基督徒是在人的生命之外又有了神的生命 

 

投影片 16 基督是生命 

  基督是生命，是一个活的人位 

  基督不是道理、字句、或宗教 

  基督是可以让我们接受和享受的，不是要我们外面去膜拜 

  基督徒与神有生命的关系，如果基督徒没有基督就只剩一个徒，就是个徒 

   然的、空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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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7 席胜魔的例子 

  请阅读辅助材料，用自己的话，花二至三分钟简单讲他的故事 

  带大家读投影片内文 

 

投影片 18 认识得救 

  带大家读投影片内文(三个不是) 

  再强调不需先透读圣经 

  强调“信”这个词—作基督徒完全是信的故事，如诗歌所说 

 

投影 19 认识得救 

  强调两件事，在神一面是“恩典”，在我们这一面是“信” 

  “恩典”是神已经做成的，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不需我们花任何 

   价 

  “信”是我们这一面的配合，是我们要敞开心来接受的 

  所以我们只需作一件事，就是“信” 

 

投影 20 信入的路－听 

  可快讲信入的路—时间要有所收紧，不能太长 

  今天大家能来到聚会中，就是来听信仰，你们都是有福之人，能生在这个 

   时代，这么容易听到福音。不像上几个世纪的中国人是听不到的 

  读投影片内文 

 

投影 21 信入的路－珍赏 

  好东西要懂得欣赏，不要像小孩子只看见钻石盒子外面的漂亮，而把钻石 

   当玻璃 

  你看那些门徒们受主的吸引，保罗也丢弃万事，要得着基督，千千万万的 

   基督徒也都看见主的宝贵。愿大家有蒙福的眼光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都后悔信得太晚了？就是因为他们尝到了主的珍贵。珍 

   贵的东西，愈早得着愈好  

  祂是爱，你得着祂，就得着真正的爱，无限的爱，超凡的爱 

  请读经节 

 

投影 22 信入的路－呼求 

  先讲解耶稣的名和呼求的路，再提醒大家有关早期基督徒的记号，人一呼 

   求主名，就联于救恩的泉源，得着生命的供应 

  带大家一同呼求 

  再读经节 

  再一起呼求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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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23 信入的路－接受 

  再劝，说一得着就可以享受祂，但是关键还在你，你必须打开心接受祂 

  再强调将心打开，口打开 

  再读经节 

 

投影 24 信入的路－享受 

  三劝，再说，信了就立刻可以享受，不要等待，现在就可以享受 

  享受甚么呢？请看内文… 

 

投影 25 信而受浸 

  你已经呼求主名，接受了福音的福，就该完成得救的手续 

  带大家读经：稍加解释，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 

  鼓励朋友今天就受浸 

  带大家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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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材料：席胜魔的例子 
 

席胜魔（1835-1896）原名子直，是清朝末年山西的一名秀才，世代习医。青年

时，鸦片流毒中国，他深受其害，信从福音后得脱烟祸，乃更名胜魔，立志自新劝

人归主，特别在胜过罪恶方面给今天的基督徒留下了美好的证据，鼓舞我们在人欲

横流的世界中为神作分别为圣的见证。  

 

山西省平阳府的西庄村，是席胜魔的故乡。他出身书香世家，自幼聪颖，在家排行

第四。家父为他专门请了一位饱学的先生，替他讲书批文，日后中了秀才，与其兄

长合称为“席家四杰”。他性情刚烈，为人耿直，才干出众，常为乡人写状子、走

衙门、断是非。十六岁那年，在家父的主持下与一位杨家千金完婚。  

 

 虽然他拥有名利权势，但人世旅途总不尽意。年轻的妻子抱病去世，自幼缠绕在

他心灵里有关死的问题，又一再出现。他博览群书，总找不到有关生死问题的答

案。儒家尽管把纲纪伦常讲得头头是道，却没有论及人的罪过怎样得到赦免，将来

赏善罚恶的结局如何。在他认为，孔夫子的教训虽好，却止不住灵魂的饥渴，照不

亮坟墓的黑暗，更不能使伤心者得到安慰。于是他又调转脚步研究佛经，尤其在道

教方面切实下过一番功夫，指望有所造化。结果是：儒学不曾使他满足，佛教使他

感觉一切是空；道教更使他身受其害。从此以后，他不再寻仙访道了。  

三十出头的他，身体日见衰弱，呈现老态，病症缠身。正值他身心双灾之际，鸦片

在中国风行，尤其在山西。友人劝他干脆吃几口大烟，既可治病又可调神。他听了

“忠言”，开始吞云吐雾，那知他的前途与一切也正被大烟所吞吃，从此，事业、

家产一概不管，他尝尽沉沦之苦，痛恨自己竟然失足，陷入祸坑。谁能救他脱离黑

暗重新做人？他厌恶自己，厌恶那使他沦为奴隶的烟瘾。家人因此陷入贫贱，他惨

不忍睹。 他做了十年的烟鬼。  

 

有两名洋人到了平阳府，并要长期居住，传起耶稣救罪人的福音来。李牧师聘他为

师，学读中文。就这样，这位被大烟逼到绝望境地的人，竟然手捧新约圣经，时常

翻阅。因为李牧师学习读书时，总谈到其中的内容，所以，他就先读一遍，把要教

的内容预备妥当。不知不觉这位骄傲的士大夫，被经上的话吸引了。先是为备课而

读经，后是愈读愈有兴味，愈读愈觉耶稣的真实和亲切。在他看来，新约圣经不单

是一本书，更是神的启示，启示他素来渴想知道的事情。从前以为耶稣是人，如今

才大悟，他不仅是人，还是一位独一的真神。终于他把新约圣经恭敬地放在面前，

跪在地上，读神降世为人的历史（即四福音书）。这时，他觉得这位受苦、受辱、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自己的人生、痛苦、罪恶有极大关系。这个自高、自大

的秀才一直跪着读下去，读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在半夜时分，神人耶稣于

花园中，独自忧伤悲痛，他那关闭已久的心门就打开了。在寂静中，他似乎听见救

主的呼声：“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于是他从心里相信：“耶稣爱我，耶

稣为我舍命。”忽然之间，圣灵感动他的灵魂，他不住地流泪，向这一位救主完全

投降，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以他为神。这个伤痕累累的灵魂，以恳切的信心，摸

着了他的衣裳缒子，立刻得着痊愈。在此情形，他已忘却了一切，只知道神和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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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奇妙的经历，使他知道自己已经蒙赦免了，被更新了，并且让神占有，永远

属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