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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在 SQ 的起跑線上 第二講
一、前述
 聖經中的「人觀」認為一個人包含了靈、魂和體，而魂的部分可概分為思想、
意志和情感等區域。

 在後現代人本主義風行的社會中，強調智能的主流文化造成世代和人際之間
的_______和_______。
林前 8:1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
______________，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IQ（Intelligence Quotient 智商）影響求學時的學業成積。
EQ（Emotional Quotient 情緒商數）影響成年後的事業成就。
SQ（Spiritual Quotient 靈性商數 or Spiritual Intelligence 屬靈智能）影響一生
的產業成果。
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不僅是「佳美之地」而已，還有祂自己、祂的「律法」和我們
的「兒女」（包括身生的和屬靈的）。
神更收納我們為祂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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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9:10 敬畏耶和華是_______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_______。
詩 35:9 我的心必靠耶和華_______，靠祂的救恩_______。（大衛）
詩 42:5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_______神，因祂笑
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祂。
當一個人信主重生之後「心靈卻因義而活」，（羅 8:10b）聖靈便來_______
在其靈裹，並_______其魂、_______其體，以至使一個人得到從神而來的智
慧和能力來適應環境和達成目的。
（培基文教基金會。《支取能力活出豐盛生命：如何培養基督的品格》。臺
北市：財團法人培基文教基金會，2003。P. 20）
 但是一個人如果要領受這一切從神而來的豐盛產業，就必須先跨越一條起跑
線，那就是要真正地信主。如果一個人沒有______________，就沒有屬靈的
生命，也就沒有領受產業的能力。就如同沒有播下種子的田地，即使再多的
澆灌和施肥也不會有預期的收成。
來 4: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沒有_______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_______，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
照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二、全備的福音
 福音就是_______（好信息）。（賽 61:1）
 林前 15:1 - 8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
了，又靠著站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
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
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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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末了也
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羅 1:2 - 4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
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
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弗 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
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彼前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新約聖經中所謂的「聖經」是指摩西五經（律法）和先知書。
太 5: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耶穌）
路 24:44 耶穌對他們（門徒）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
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
須應驗。」
「照聖經所說」
創 1:1 - 5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
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
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出 34:6 - 7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
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
利 11:44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申 32:4 他是磐石，他的作為完全；他所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神，又
公義，又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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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11:10 他們轉去效法他們的先祖，不肯聽我的話，犯罪作孽，又隨從別神，
事奉它。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背了我與他們列祖所立的約。
王上 18:36 - 39 以利亞按照神的旨意禱告之後，神降下烈火來燒盡祭壇和上
下一切的物質，這表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路 4:17 - 21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祂，祂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主的靈在我
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於是把書捲
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祂。耶穌對他們說：「今天
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賽 61:1 - 2）
瑪 4:5 - 6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雅 5:17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
路 1:15 - 17（天使對撒迦利亞說）「---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
以利亞（ּוה יִָּלֱא, Eliyahu）的名字在希伯來文有「神是主」的意思。他蒙神差
遣去彰顯神的大能和榮耀，並高舉了神的聖名，那今日的基督徒呢﹖
 福音的內容
（取材自：萬國兒童佈道團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Teaching Children
Effectively, Level 1. Warrenton, MO, 1990.）
1. _______色–神
(1) 創造者–祂創造了你
(2) 愛–祂愛你
(3) 天堂
(4) 聖潔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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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接句：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能存在天堂的，那就是罪。
2. _______色
(1) 罪的定義：有–不該做、說、想；卻沒有–該做、說、想
(2) 罪的範例
(3) 生在罪中
(4) 與神隔離
羅 3: 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轉接句：但是神有一個奇妙的計劃，所以你和我就不必為了我們所犯的罪
而被懲罰。
3. _______色
(1) 完全的神的兒子
(2) 承擔了你的懲罰
(3) 付出寶血
(4) 死而復活
(5) 現在天堂
來 9: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
免了。
林前 15:3 - 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
為我們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轉接句：現在因為主耶穌為你所做的，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了。
4. _______色
(1) 邀請
(2) 得救的確據
(3) 認罪悔改
約 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來 13:5b 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約壹 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轉接句：當你成為神的兒女，祂要你來更認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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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_______色
在基督裏成長：讀經、禱告、見證、聚會、奉獻
三、好品格的培育
 品格是一個人的內在生命的外顯（可觀察到的）特質，是不會受到外在的環境或
他人在場與否所影響或改變的。好品格是一個人靈命成長的具體指標之一。
（培基文教基金會。《支取能力活出豐盛生命：如何培養基督的品格》。臺
北市：財團法人培基文教基金會，2003。P. 10）

三、課後行動
 請對你的行動伙伴*（演練）傳福音。
*（代禱者、助手、啦啦隊、監督者、裁判員或救生員）
請在接下來的九週中，每週至少一次按照課後行動指示與其溝通互動，並將
進程和結果記錄在課後行動記錄表。
 請於下週課前讀完下列經文：
詩 139：1 - 24；羅 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