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要真理班
第一課(預習)
二.耶穌是誰
姓名:_________

一填空(馬可福音1章1-15節)

神的兒子,________福音的起頭,正如先知______書上記著說,看哪,我要差遣我的____在你面前,豫備道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豫備______,修直______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__________,使罪得赦.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洗.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
的是蝗蟲野蜜他傳道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____________,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__________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______________.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______來,在約但河裡受了約翰的洗.他從水裡一上來,就看見________,聖靈________,降在他身上.又有____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____,我喜悅你.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裡去.他在曠野__________________.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____來伺候他.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____________,說,____滿了,______近了.你們當____,信____.


二請杷下列經文寫出:

腓立比書2章6-7節





馬太福音28章18-19節

基要真理班
第一課(復習)
一.聖經
姓名:_________

1.	提摩太後書3章16節告訴我們聖經是什廢?
也就是說聖經是誰的話?你相信嗎?為什麼?






2.	以賽亞書66章2節後半節告訴我們要用什麼態度來讀聖經?
提摩太後書2章15節告訴我們應如何解釋聖經?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二課(預習)
三	罪的解決
姓名____________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約翰壹書3章4節




2.	雅各書4章17節




3.	羅馬書14章23節




4.	約翰福音16章9節




5.	羅馬書3章23節

基要真理班
第二課(復習)
二	耶穌是誰

1.	腓立比書2章6-7節中指出耶穌的雙重身份是什麼?







2.	馬太福音1章21節告訴我們耶穌名字的意義,也是祂降生的目的是什麼?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三課(預習)
四	受洗受試探
姓名____________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馬太福音3章13-15節




2.	以賽亞書53章11-12節




3.	彼得前書3章18節




4.	希伯來書2章18節




5.	希伯來書4章14-16節

基要真理班
第三課(復習)
三	罪的解決

1.	聖經中所說的罪是什麼?(用射箭或打靶來描述)







2.	羅馬書6章23節告訴我們罪是如何可怕呢?如何解決呢?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四課(預習)
五	神的國(一)
姓名____________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以弗所書1章13節





2.	以弗所書6章15節





3.	使徒行傳20章24節





4.	哥林多後書4章4節

基要真理班
第四課(預習)
五	神的國(二)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以賽亞書9章6-7節





2.	路加福音17章21節




3.	馬太福音12章28節




4.	馬太福音6章10節





5.	歌羅西書1章13節




6.	羅馬書14章17節

基要真理班
第四課(復習)
四	受洗受試探
1.	耶穌受洗與一般人受洗是否相同意義?
祂為何要受洗?(馬太福音3章15節)








2.	耶穌受試探與我有何關係?(希伯來書4章14-16節；2章18節)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五課(預習)
六	救贖世人(一)
姓名____________
路加福音23章1-26節
眾人都起來,把耶穌解到______面前.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該撒,並說__________,____.彼拉多問耶穌說,你是____________.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_____________________.但他們越發極力的說,他煽惑百姓,在猶太遍地____,從加利利起,直到這裡了.彼拉多一聽見,就問這人是__________.既曉得耶穌屬________,就把他送到__________.那時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見耶穌,________.因為聽見過他的事,____________.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於是問他許多的話.______________.祭司長和文士,都站著極力的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________,______,給他穿上華麗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裡去.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__________________.
彼拉多傳齊了______,______,______,就對他們說,你們解這人到我這裡,說他是誘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將你們告他的事,在你們面前審問他,______ ______________.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故此我要責打他,__________.
眾人卻一齊喊著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這巴拉巴是因在城裡作亂殺人下在監裡的.彼拉多願意________,就又勸解他們.無奈他們喊著說, __________,__________.彼拉多______________,為甚麼呢,這人作了甚麼惡事呢,我並沒有____________________.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了.
他們大聲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__________________,彼拉多這纔照他們所求的定案.把他們所求的那作亂殺人下在監裡的,釋放了.把耶穌交給他們,任憑他們的意思行.帶耶穌去的時候,有一個____________,從鄉下來.他們就抓住他,__________________,叫他背著跟隨耶穌.

基要真理班
第五課(預習)
六	救贖世人(二)
路加福音23章27-56節
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________.耶穌轉身對他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__________________.因為日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未會懷胎的,未曾乳養嬰孩的,有福了.那時,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們.這些事既行在____________,那枯乾的樹,____________.又有兩個犯人,__________________.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______,一個______.當下耶穌說,父阿,________.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____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裡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__ ________.他若是基督,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罷.兵丁也戲弄他,_______ _______喝,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罷.在耶穌以上有一個牌子,寫著,______________.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誚他說,你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們是應該的.因為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說,耶穌阿,________________,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那時約有午正,____________,直到申初,__________.殿裡的幔子_______ _______.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______________________.說了這話,氣就斷了.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就歸榮耀與神說,____________.聚集觀看的眾人,見了這所成的事,都捶著胸回去了.還有一切與耶穌熟識的人,和從加利利跟著他來的婦女們,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一個人名叫約瑟,是個議士,____________.眾人所謀所為,____________.他本是猶太亞利馬太城裡________________.這人去見彼拉多,__________ __.就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石頭鑿成的墳墓裡,_________________ ___.那日是豫備日,______也快到了.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的婦女,跟在後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他們就回去,豫備了香料香膏.他們在安息日,________.

基要真理班
第五課(復 習)
五	神的國

1.	羅馬書14章17節中指出神的國與世上的國不同,具有什麼特徵?








2.	何進入神的國?(馬可福音1章15節)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六課(預習)
七	死裏復活(一)
姓名____________
路加福音24章1-27節
七日的______,黎明的時候, 那些婦女帶著所豫備的香料,__________.看見石頭已經從__________.他們就進去,只是不見____________.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他們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他不在這裡,__________.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便從墳墓那裡回去,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餘的人.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______,和約亞拿,並雅各的母親______,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婦女.他們這些話,____以為是胡言,就不相信.________,跑到墳墓前,低頭往裡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了,________________.
正當那日,門徒中________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________,離耶路撒冷約有________.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的時候,____ ____________,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的眼睛______,不認識他.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________.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耶穌說,甚麼事呢.他們說,就是________________.他是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________________.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____________.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__________________.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裡.____________,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 ________.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裡去,所遇見的,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基要真理班
第六課(預習)
七	死裏復活(二)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____________,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麼.於是從______________,凡經上所指著________,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__________________.他們__________,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住下罷.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______,____,________.他們的眼睛明亮了,_________ ___.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_____________ _______,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__________,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說,__________,已經現給西門看了.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樣被______________,都述說了一遍.正說這話的時候,____________________,說,願你們____.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為所看見的是__.耶穌說,你們為甚麼愁煩.為甚麼心裡起疑念呢.你們________,______,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說了這話, 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他們____________,並且希奇,耶穌就說,你們這裡有甚麼喫的沒有.__________________.他接過來,在他們面前喫了.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凡指著我的話,__________.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________________.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____________,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____.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耶穌領他們到____________,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福的時候,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他們就拜他,__________,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裡稱頌神.

基要真理班
第六課(復習)
六	救贖世人
1.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中,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
為釘他的人向父神求 什麼?







2.	在路加福音23章中,耶穌死的時候,聖殿裏發生了什麼事?
這件事對你我有何意義?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七課(預習)
八	新的地位
姓名____________
約翰福音1章1-18節
太初有__,道與__同在,道就是__.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________ __.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____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__.光照在黑暗裡,黑暗__________.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裡差來的,名叫____.這人來,為要______,就是為光______,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______ __________.那光是真光,____________________.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______ ____,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__________.這等人不是從_______ _,不是從________,也不是從________,乃是從______.__________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__________.我們也見過他的____,正是父獨生子的___.
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__________ ______.因他本來在我以前.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________.律法本是____________,恩典和真理,__________________.從來沒有人看見__.只有在______________將他表明出來.

基要真理班
第七課(復習)
七	死裏復活
1.	從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中,找出並寫下有關門徒們在看見
耶穌復活之前與看見祂復活之後的描寫.









2.	耶穌升天之前留給門徒一個什麼使命?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八課(預習)
九	新的生命
姓名____________
約翰福音3章1-18節
有一個________,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__.這人夜裡來見____,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________.因為你所行的神蹟,____________,________.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我說,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____________,也是如此.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耶穌回答說,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我對你們說________,你門尚且不信,若說________,如何能信呢.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____________.摩西在___ _________,人子也必____________.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________,甚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____.________,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請把下列經文寫出來
1.以西結書36章26-27節



2.民數記21章8-9節

基要真理班
第八課(復習)
八	新的地位
1.	約翰福音1章1-18節,作者用一個什麼字來描寫主角?這主角是誰?
他具有什麼本質?









2.	"道"應許給人一個什麼權柄?誰可以得到這應許?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九課(預習)
十	得救的把握
姓名____________
請寫出下列經文:
	希伯來書7章25節





	提摩太前書2章5節





	希伯來書9章22節





	以弗所書1章13-14節






	哥林多後書5章17節


基要真理班
第九課(復習)
九	新的生命
	約翰福音三章1-16節裏尼哥底母認為重生是什麼？(第4節)

主耶穌說重生是什麼？(第5,6,8節)








	誰可以得到重生？你的答案是從約翰福音三章1-16節裏的

那幾節聖經來的？那麼你重生了嗎？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十課(預習)
十一	復活的盼望
姓名____________
哥林多前書15章1-23節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 這福音你們也______,_______ _______.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________________.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又照聖經所說,____________.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__________.後來一時顯給____________,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______.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____.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 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______________.並且他所________,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________.這原不是我,__________________.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既傳__________________,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______________.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__________________.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__________.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 神也沒有叫基督復活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你們的信________.你們仍在罪裡.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________.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______________________.死既是因一人而來,_______________ _______.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______________.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請寫出下列經文
	哥林多前書15:55-56



	羅馬書1:3-4



	使徒行傳17:31


基要真理班
第十課(預習)
十一	復活的盼望
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3-18節
論到________,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_________ _______.我們若信______________,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____________.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__ __________,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____________,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______________.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________.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__________,在空中與主____.這樣,我們就要____________.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哥林多前書15章50-54節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______________.必朽壞的,____________ ____.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________,____________,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________,我們________.這必朽壞的,________________.這必死的,______ ________.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____________的話就應驗了.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哥林多前書15章35節


2.	哥林多前書15章44節

基要真理班
第十課(復習)
十	得救的把握
1.	從約翰福音三章16-18節,希伯來書七章25節可知,我如何可以得
救？我若得救後,還會失去救恩嗎？








2.	比較我現在與得救之前有什麼改變？(如尚未得救,則比較現在和
第一次來參加聚會或上課)請列舉一二.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十一課(預習)
十二	受洗與聖餐
姓名____________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馬太福音28章19節


2.	加拉太書3章27節


3.	哥林多前書12章12-13節



4.	使徒行傳22章16節


5.	希伯來書9章22節


6.	彼得前書3章20-21節




7.	羅馬書6章1-5節

基要真理班
第十一課(預習)
十二	受洗與聖餐
哥林多前書11:23-32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______________,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____ ____,祝謝了,就擘開,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______________,說,這杯____________________.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____________,直等到他來.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_________________ _____.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__________________.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____________.我們受審的時候,__________ __.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哥林多前書10章17節


2.	哥林多前書11章17節

基要真理班
第十一課(復習)
十一	復活的盼望
1.	請從哥林多前書15章51-54節；15章42-44節找出信主的人
將來復活是怎麼一回事。







2.	根據哥林多前書15章20-23節，信主的人將來會復活的憑據是什麼？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十二課(預習)
十三	奉獻
姓名____________
請寫出下列經文
1.	羅馬書12章1-2節









2.	瑪拉基書3章10-12節









3.	馬太福音23章23節

基要真理班
第十二課(復習)
十二	受洗與聖餐
1.	請根據羅馬書第6章1-5節寫出受洗的真義。







2.	請根據哥林多前書第11章23-25節寫出聖餐的目的和聖餐時所飲用的
餅和杯所代表的意義。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十三課(預習)
十四	跟隨耶穌
姓名____________
約翰福音21﹕1-25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____________.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__ ________,和稱為抵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________,都在一處.________________,我打魚去.他們說,______________.他們就出去,上了船,________ ____________.
天將亮的時候,____________.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就對他們說,____,________ ______.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______________,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_______ ___,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裡.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就在小船把那網魚拉過來.他們上了岸,就看見__________,上面有魚,又有餅.耶穌對他們說,____________,___ _____.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________,______________.魚雖這樣多,________ __.耶穌說,____________.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______,____________.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__________________.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______________.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________.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____________.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________.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麼,______,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____________.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說了這話,就對他說,__________.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候,靠著耶穌胸膛,說,主阿,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____,____________.耶穌對他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是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為這些事作見證,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去了.

基要真理班
第十三課(復習)
十三	奉獻

1.	保羅在羅馬書第12章1節勸我們如何奉獻？







2.	根據羅馬書第12章2節，奉獻的實際是什麼？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基要真理班
第十四課(復習)
十四	跟隨耶穌
姓名____________

1.	從約翰福音21章中找出耶穌第三次向門徒顯現的目的?(19節,22節）







2.	耶穌要彼得如何跟隨祂?(21章15-17節)








3.	你對本課有何心得及意見？





代禱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