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oose Jesus 

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 
www.mygrandmatime.com提供 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你可以使用并复制这些材料。 

 

#1 – 首先选择耶稣－ 马太福音19:13-30; 马可福音 10:13-31; 路加福音Luke 18:15-30 

 

#2 –首先选择耶稣，可以帮助我去爱别人 – 路加福音 10:25-37; 马可福音 2:1-12; 哥林多后书 8:1-5; 使徒行传10:1-8 

 

#3 – 选择耶稣可以帮助我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 – 使徒行传 1:8; 马太福音 28:18-20; 使徒行传 8:1-4; 提摩太前书 2:1-8; 

 

#4 – 神想要你进入他的家 – 约翰福音 3:16; 使徒行传 2:38 

 

 



 

1) 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 

 

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 

 

主题：首先选择耶稣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8:15 

为什么有人将婴孩抱来见耶稣？ 

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喜欢这些婴孩来见耶稣？ 

看看你的婴孩的照片。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8:16-17 

耶稣说了些什么有关这些婴孩的话？ 

彼此分享你何时并为何选择爱与跟随耶稣的见证。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8:18-20 

那人的问题是什么？ 

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将一个“好”人应做的事罗列出来。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8:21-22 

选出三件耶稣让这位“好”人去做的事并画下来。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8:23-25 

为什么这人甚忧愁？ 

将线穿进针眼里。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8:26-27 

谁使人得救成为可能？ 

将背诵经文（约翰福音14:6）制成标签贴在冰箱上。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8:28-30 

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应许了些什么？ 

玩“跟随领袖”的游戏。 

 

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圣经故事圣经故事圣经故事圣经故事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9:13-30; 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 10:13-31;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18:15-30 

 

每个人都听说了有关耶稣的奇妙事情。很多人前来聆听耶稣的教导并寻求医治。耶稣的门徒在旁

边帮忙确保每个人都能轮上，但他们认为人们应该把孩子们留在家里。他们觉得孩子们妨碍了耶稣与大

人之间要做的事。 



耶稣看到他的门徒想让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不要那么做，而是把孩子们带到他那里。他说每个

人都应该像小孩子那样快、那样自由地去爱。神家里的人都应该像小孩子那样去爱。耶稣还花时间为每

个孩子祷告。 

然后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我觉得你是一位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来成为神家里的人并承受

永生？” 

耶稣笑着说：“你称我为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你知道旧约圣经里神让你做的一切事，比如

爱你的妻子，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孝敬父母……” 

那人回答说：“但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知道那个人看人不像神看人，于是说：“是的，还有可做的，就是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

给穷人。然后你的心就会像神的心，你可以来跟随我。” 

那人听了耶稣的话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但是在神，凡事都能。” 

耶稣的门徒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了。” 

耶稣说：“凡跟随我的人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www.mygrandmatime.com提供 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你可以使用并复制这些材料。 

 



 

2) 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 

 

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首先选择耶稣，可以帮助我去爱别人 

 

阅读路国福音阅读路国福音阅读路国福音阅读路国福音10:25-28 

对神来说什么是重要的？ 

创作一首家庭节拍歌曲来记住这些事情。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0:29 

为什么那人要问“谁是我的邻舍呢”？ 

画一张你经常去的地方的地图。 

画出你通常在每个地方会见到的人。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0:30 

强盗们关心的是什么/谁？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0:31-32 

祭司和利未人关心的是什么/谁？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0:33-35 

撒玛利亚人关心的是什么/谁？ 

将整个故事表演出来。 

 

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阅读路加福音10:36-37 

谁是你的邻舍？ 

制定一个爱他/他们的计划。 

将故事表演出来。 

 

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 

_____说：“我就是_____，_____，_____。若不藉着___，没有人能到___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小组资源小组资源小组资源小组资源 

 

主题：首先选择耶稣，可以帮助我来爱别人。 

 

阅读经文阅读经文阅读经文阅读经文：：：： 

路加福音10:25-37 

马可福音2:1-12 

哥林多后书8:1-5 

使徒行传10:1-8 

 



讨论和应用的问题讨论和应用的问题讨论和应用的问题讨论和应用的问题 

谁是你的邻舍？ 

你认为你的邻舍有什么需要？ 

你觉得你或你的教会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需要？ 

哥林多后书和使徒行传中提到的人们的声誉怎样？ 

你在邻里间的声誉如何？ 

如果你要离开你的社区，会有人注意到吗？ 

你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使神的国来影响你的社区？ 

 

祷告焦点祷告焦点祷告焦点祷告焦点：：：： 

感谢神爱你。 

求神给你爱人的心，就像神爱你一样。 

求神开你的眼睛使你看见他人的需要、受到的伤害和挣扎。 

求神给你智慧来满足那些需要。 

求神给你谦卑的心、爱心和恩典来爱人，就像他爱你一样。 
 

www.mygrandmatime.com提供 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你可以使用并复制这些材料。 



3)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 

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家庭资源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选择耶稣可以帮助我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 

 

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2:1 

你通常什么时候祷告？ 

从字典里查“代祷”。 

写下家庭的祷词，包括需要、代求和感谢。 

 

阅读提阅读提阅读提阅读提摩太前书摩太前书摩太前书摩太前书2:2 

你为谁祷告？ 

你为什么事祷告？ 

列一个“祷告表”。 

找一个专门写祷告事项的地方。 

 

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2:3-4 

你为什么祷告？ 

神的目的是什么？ 

明白神的目的会如何改变/决定你的祷告事项？ 

 

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2:5-6 

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真理是什么？ 

 

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阅读提摩太前书2:8 

你能想到多少让人举起手来的理由？ 

举起手来祷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举行一场竞赛看看谁持续举手的时间长。 

 

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 

_____说：“__就是_____，_____，_____。若不___ ___，没有人___到___那里去。” 约翰福音

14:6 
 
 

小组资源小组资源小组资源小组资源 

 

主题主题主题主题：：：：选择耶稣可以帮助我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 

 

阅读经文阅读经文阅读经文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1:8 

马太福音28:18-20 

使徒行传8:1-4 

提摩太前书2:1-8 

 

讨论和应用的问题讨论和应用的问题讨论和应用的问题讨论和应用的问题：：：： 

神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祷告是怎样帮助你以神的眼光来看世界的？ 

祷告是怎样改变你的行为的？ 

你在做的事情当中有哪些可以成为你所居住的地区的光？或世界的光？你为什么选择做这些事情？ 

如果耶稣的跟随者没有受到逼迫，他的信息会有多少被传开？ 

你的“舒服”如何阻止你成为神的光的？ 

有没有一些事情你应该去做以向人显明神的爱的，但你没有做？为什么/为什么没有？ 

你可以做出哪些决定来帮助在这个世界上传播神的光？ 

 

祷告焦点祷告焦点祷告焦点祷告焦点：：：： 

为神在你生活中的供应和祝福而感谢神。 

求神帮助你看到你有哪些恩赐是你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 

求神帮助你以他的眼光来看别人的需要。 

求神给你爱人的勇气和知识来作他的手和脚。 
 

www.mygrandmatime.com提供 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你可以使用并复制这些材料。 

 



 

4)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选择耶稣 

 

神想要你进入他神想要你进入他神想要你进入他神想要你进入他的家的家的家的家！！！！ 
 

你知道神已经选中你成为他家的一分子吗？仔细听神在圣经当中是怎样说的：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1 

 

神想让你认他作天上的父。他想让你在世上的生活有果效、让人振奋。他还想让你与他一起在天上享受

永生。不幸的是，你做了一些事情破坏了这种特殊的关系。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

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书59:1-2 

 
 

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神神神神 

                                             

有罪的有罪的有罪的有罪的                                                     完美的完美的完美的完美的 

 罪让你与神隔绝 
                       
 
 
                       
                                          

                                                   罪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你因做错的事情而犯罪。 

你因没做对的事情而犯罪。 

 

当你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你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你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你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神想让我们做什么？神想让我们“射中”的“靶心”是什么？曾有人问过耶稣这个问题。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已。’ 这两条试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 

 

最重要的事情是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 

 

其次最重要的事情是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1 –    你因违背了神的律法而你因违背了神的律法而你因违背了神的律法而你因违背了神的律法而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即使我们尽最大所能地去爱，但有时仍然失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2 –    你当受死亡的刑罚你当受死亡的刑罚你当受死亡的刑罚你当受死亡的刑罚。。。。 

 

如果你因违背了数条法律而被捕会怎么样？你会受到一种刑罚， 

对吗？有人说犯罪不会有代价， 

但圣经上说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3 –    你不能进天堂你不能进天堂你不能进天堂你不能进天堂。。。。 

 

罪导致了我们肉体和灵里的死亡。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死去，不再有生命。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也永远

与神和神的爱隔绝，这是灵里的死亡。当你因为罪的缘故而与神隔绝时，你就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 

 
 

下表中哪些行为不能彰显对神或对人的爱，在前面打勾。 

_____ 说谎     _____ 偷盗     _____ 施舍 

_____ 跟父母顶嘴    _____ 祷告     _____ 恨人 

_____ 仁慈    _____ 打架     _____ 读圣经 

_____ 发誓     _____ 嫉妒     _____ 欺骗 

_____ 凶杀     _____ 孝敬父母    _____ 欺负人 

 
 

你因违背神的诫命而有罪恶感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因罪而招致什么样的刑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你不改变，你能进入天堂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浪子浪子浪子浪子 

 

路加福音15:13-31 

 

耶稣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儿子从他父亲那里承受了一些产业。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花光

了所有的钱。他明白过来以后决定回家为他父亲做工。当他父亲看到他回家时，吩咐仆人预备筵席迎接

他。这位父亲说：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路加福音15:24 

 

耶稣也曾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3 



在以下空格里写下你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一直不爱神也不爱人违背了神的律法而有罪。 ____________________  

 

犯了罪应受到死亡的刑罚。除非 ____________________能够重生， 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能 

 

进入天国。 

 

谁能帮助你谁能帮助你谁能帮助你谁能帮助你？？？？ 
 

看神为你做了什么！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摩太前书2:4-6 

 
 

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神神神神 

 

有罪的有罪的有罪的有罪的 完美的完美的完美的完美的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以赛亚书53:4-5 

 
 

耶稣为你而死耶稣为你而死耶稣为你而死耶稣为你而死！！！！ 
 

耶稣甘愿背负你的刑罚为的是让你可以永远与他活在一起。为什么神要为你这样做？因为他爱你！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因着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与神隔绝，但因着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又被带到神那里。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既然永生是一个恩赐，它就不能被赚得，只能被接受。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你生命的主和救主时，你就

成为神家的一分子，得到了永生！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12 



将你的名字写在以下空格里： 

 

神非常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藉着信靠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不会死亡，乃是永远活着。借着接受耶稣作生命的主和救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有权力成为神的孩子。 



加入神的家加入神的家加入神的家加入神的家 
 

我们已经学到三点重要的事实： 

 
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你所做的一切坏事，你毫无挽回的余地。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作我们的救主。圣经上说：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提多书3:5 

 

要成为神家的一员，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信靠耶稣！ 

 

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信靠耶稣 

 

只有信靠耶稣，你才能罪得赦免。听听神是如何应许的：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3:21-24 

 

当你信靠耶稣涂抹了你一切的罪时，神就接受了你，不管你以前有多好或多坏。信靠不仅仅是相信 － 

它意味着将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当你跌倒的时候，你相信我很强壮，可以接住你吗？ 

 

一个信靠的故事一个信靠的故事一个信靠的故事一个信靠的故事 

                                                                   

                                  报纸上曾报导过一个故事。有一家人半夜惊醒过来，发现他们的房子着火了。他                    

                                 们从房子中逃了出来 －只有他们10岁的儿子汤姆没有出来。他被消防车的声音惊  

                                 醒，但火势太大，他没法跑下楼去，只能跑到二楼的阳台上。只有跳下去他才能  

                                 得救，但他所看见的只是滚滚的浓烟。 

 

汤姆听到一个声音催促他往下跳。那是他的爸爸。“快跳！”他的父亲大喊道。汤姆哭着说：“你让我

怎么跳，爸爸？我看都看不到你！” 

 

他的父亲回答道：“但我能看到你，汤姆，快跳！我一定会接住你！”汤姆犹豫了一会儿，他想到了父

亲对他的爱。他知道父亲一定说到做到，于是就跳了下去，安全地被父亲接住了。 

 

你可以信靠神，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爱你，总是会让你做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三件神让你做

的事，以证明你对耶稣的信靠。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希伯来书11:6 

 

你相信神存在并且为你预备了好的东西吗？ 



转离罪转离罪转离罪转离罪 

 
 

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时，你就开始恨恶罪，因为它使你与神隔绝。所以你会选择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当

你转离罪行在他的路上时，神会因此而喜悦！圣经称此为“悔改”。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使徒行传3:19 

 

悔改就是调转回头。 

 

我的路 

 

麻烦 生命 
 

神的路 

 

当你接受耶稣作你的主时，你同时也接受了他看为有价值的一些东西，比如仁爱、诚实、忍耐、顺服

等。当你接受耶稣作你的主时，你活着就是为了讨他喜悦。圣经上说：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6:20 

 
 
 

 

告诉别人耶稣是你的主告诉别人耶稣是你的主告诉别人耶稣是你的主告诉别人耶稣是你的主 

 

                             当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时，你就会愿意让别人知道。你曾经参加过婚礼吗？在婚礼     

                            上，新郎和新娘当众宣布他们会把对方放在生命的首位。这种宣誓是很重要的。同 

                            样，神也希望我们能够自豪地告诉别人耶稣已经占据了你生命中的首位。圣经上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9 

 
 

受洗受洗受洗受洗 

 

当你信靠耶稣并愿意转离罪时，你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受洗了。受洗意味着“蘸” 

水或“浸”在水里。圣经告诉我们，当你接受耶稣时，你就应该受洗。 

 

下面是一些圣经人物受洗的例子： 

 

使徒行传第2章 － 教会刚开始时，有3000人相信了耶稣并受洗。 

使徒行传第8章 － 撒玛利亚的男人和女人信了腓利所传的道并受洗。 

使徒行传第8章 － 埃提阿伯的太监听了有关耶稣的道，就要求受洗 。 

使徒行传第10章 － 哥尼流，以及他的亲属和朋友相信并接受圣灵以后就被要求受洗。 

使徒行传第16章 － 禁卒和他的全家信主以后受洗。 

使徒行传第19章 － 施洗约翰的一些门徒信了耶稣以后受洗 。 



受洗是你成为一名基督徒并向神委身的一个象征。你被“埋葬”在水中 － 代表你的罪和旧的生活方式

死掉了。然后，你从水中“站起来” － 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你要为神而活出一个新生命。圣经

上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6:4 

 

当你将生命交给神，他就将你的罪洗干净并将圣灵浇灌在你里面，使你成为他的孩子。从外面看你没有

什么改变，但在里面你已经是新的了。圣经上应许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 

 
 



活在神家里活在神家里活在神家里活在神家里 
 
 

神为你而活神为你而活神为你而活神为你而活！！！！ 

 

当你进入神的家时，你就有了一个新名字：基督徒。基督徒与神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神是你天上的

父，你是他的孩子。圣经上说：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1 

 

神给他的孩子很多应许！ 

 

1. 他 _________________ 你所有的罪。 

 

“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传10:43 

 

2. 他给你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作礼物。 

 

“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38 

 

3. 你可以知道你有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3 

 

4. 耶稣将与你同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 

 

5.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祷告。 

 

“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5:14-15 

 

6. 当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时，他帮助你。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2:18 

 

你为神而活你为神而活你为神而活你为神而活！！！！ 

 

作为神家的一员，你会不断地让神透过你来帮助别人也进入神的家。一位基督徒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已。”加拉太书2:20 

 

所以你愿意让耶稣透过你来改变世界！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让神在你里面工作使你更像耶稣让神在你里面工作使你更像耶稣让神在你里面工作使你更像耶稣让神在你里面工作使你更像耶稣。。。。 
 

“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2:5 

 

即使你不完美，神仍然想让你尽力学习更像耶稣。 

 

耶稣会怎么做？ 

 

                                           设想在学校餐厅里，每天都有一个男孩自己坐在那里吃饭。 

                                           其他孩子从来都不理他或者总是欺负他。如果耶稣走进餐厅，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总是问你自己“耶稣会怎么做？”然后就去做耶稣会做的事！ 

 

有哪些方法可以让你变得更像耶稣？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给你能力让你为神而活。当你与神越来越近并顺服他的旨意时，你就会开始结出果

子来 － 圣灵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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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5:22-23 

 

神从里到外地改变你！作为基督徒，随着你的成长，你越来越爱人，越来越喜乐平安 － 你就变得更像

基督！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让神透过你来帮助别人进入神的家让神透过你来帮助别人进入神的家让神透过你来帮助别人进入神的家让神透过你来帮助别人进入神的家。。。。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15 

 

神想让他家的每个人都能与人分享基督的信息，使别人也能进入神的家！ 

 

假想世上的每个人都得了癌症。几年之内，所有人都要死去。你要努力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一旦

你找到了，你会怎么做？ 

 

下面是一些你可以帮助别人认识耶稣的方法： 

�  邀请朋友和亲戚去教会。 

�  为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祷告。 

�  用祷告和金钱来支持宣教人员。 

�  告诉别人耶稣为你所做的。 

 

神希望我们让每个人都能认识耶稣！ 

列出你认为需要认识耶稣的一些人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大重要问题四大重要问题四大重要问题四大重要问题 
 

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你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了吗？ 

 

你为背逆神而难过并希望转离你自己的路而行在神的路上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 

 

你准备好了接受洗礼成为神家的一分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