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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當中的掙扎生命當中的掙扎生命當中的掙扎生命當中的掙扎

• 1. 信主後信主後信主後信主後，，，，我們仍然在身體上我們仍然在身體上我們仍然在身體上我們仍然在身體上，，，，心思意念心思意念心思意念心思意念
上上上上，，，，靈性上掙扎靈性上掙扎靈性上掙扎靈性上掙扎；；；；SOZO不知如何應用不知如何應用不知如何應用不知如何應用。。。。

• 2. 信主後信主後信主後信主後，，，，我們仍然在罪中沈浮我們仍然在罪中沈浮我們仍然在罪中沈浮我們仍然在罪中沈浮，，，，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得釋放得釋放得釋放得釋放？？？？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得釋放得釋放得釋放得釋放？？？？

• 3. 如何自己有主的心思意念在心中如何自己有主的心思意念在心中如何自己有主的心思意念在心中如何自己有主的心思意念在心中？？？？

• 4. 如何走成聖的道路如何走成聖的道路如何走成聖的道路如何走成聖的道路，，，，自洁來事奉主自洁來事奉主自洁來事奉主自洁來事奉主？？？？

• 5. 如何增加信心如何增加信心如何增加信心如何增加信心，，，，勝過罪和其權勢所帶來勝過罪和其權勢所帶來勝過罪和其權勢所帶來勝過罪和其權勢所帶來
不良影響不良影響不良影響不良影響？？？？



主耶穌的無罪生活主耶穌的無罪生活主耶穌的無罪生活主耶穌的無罪生活

• 1. 主耶穌只做他看見父所作的事主耶穌只做他看見父所作的事主耶穌只做他看見父所作的事主耶穌只做他看見父所作的事(約約約約5:19; 

8:28)

• 2. 主耶穌如何在地上過的無罪生活主耶穌如何在地上過的無罪生活主耶穌如何在地上過的無罪生活主耶穌如何在地上過的無罪生活？？？？

–來來來來9:14–來來來來9:14

–是是是是____給主耶穌能力給主耶穌能力給主耶穌能力給主耶穌能力，，，， 将自己无瑕无疵将自己无瑕无疵将自己无瑕无疵将自己无瑕无疵
献给献给献给献给    神神神神。。。。你也可以嗎你也可以嗎你也可以嗎你也可以嗎？？？？



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 1.利利利利17:11 因為活物的生命因為活物的生命因為活物的生命因為活物的生命[原文可翻原文可翻原文可翻原文可翻成成成成___]是是是是
在血中在血中在血中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我把這血賜給你們我把這血賜給你們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可以在壇上為你可以在壇上為你可以在壇上為你
們的生命贖罪們的生命贖罪們的生命贖罪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裏有生命因血裏有生命因血裏有生命因血裏有生命、、、、所以能贖罪所以能贖罪所以能贖罪所以能贖罪．．．．

• 2.主耶穌是神的羔羊主耶穌是神的羔羊主耶穌是神的羔羊主耶穌是神的羔羊、、、、除去除去除去除去〔〔〔〔或作背負或作背負或作背負或作背負〕〕〕〕世人世人世人世人
罪孽的罪孽的罪孽的罪孽的(約約約約1:29)，，，，衪的血大有功效衪的血大有功效衪的血大有功效衪的血大有功效。。。。罪孽的罪孽的罪孽的罪孽的(約約約約1:29)，，，，衪的血大有功效衪的血大有功效衪的血大有功效衪的血大有功效。。。。

• 3.主耶穌是神的兒子主耶穌是神的兒子主耶穌是神的兒子主耶穌是神的兒子，，，，從聖靈感孕而生從聖靈感孕而生從聖靈感孕而生從聖靈感孕而生。。。。主耶主耶主耶主耶
穌的寶血是由神而來穌的寶血是由神而來穌的寶血是由神而來穌的寶血是由神而來，，，，具有神的生命氣息具有神的生命氣息具有神的生命氣息具有神的生命氣息，，，，神神神神
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是是是是______血血血血來救贖我們來救贖我們來救贖我們來救贖我們，，，，立新約立新約立新約立新約

• 4.所以所以所以所以，，，，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因為那活物的因為那活物的因為那活物的因為那活物的
性情性情性情性情，，，，性格會影響人性格會影響人性格會影響人性格會影響人。。。。人若吃了人若吃了人若吃了人若吃了，，，，必被剪除必被剪除必被剪除必被剪除。。。。
但但但但，，，，唯一的例外唯一的例外唯一的例外唯一的例外，，，，信徒信徒信徒信徒可以可以可以可以_____________



立新約的血立新約的血立新約的血立新約的血

•1.1.1.1.透過信心透過信心透過信心透過信心，，，，我們接受我們接受我們接受我們接受主的血除去罪主的血除去罪主的血除去罪主的血除去罪，，，，領受不是領受不是領受不是領受不是
奴仆的心奴仆的心奴仆的心奴仆的心((((被捆綁之靈被捆綁之靈被捆綁之靈被捆綁之靈))))，，，，仍旧仍旧仍旧仍旧害怕害怕害怕害怕。。。。所受的乃是所受的乃是所受的乃是所受的乃是
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儿子的心((((領養之靈領養之靈領養之靈領養之靈) ) ) ) 成為神的兒女成為神的兒女成為神的兒女成為神的兒女((((羅羅羅羅8:15)8:15)8:15)8:15)

•2. 2. 2. 2. 主的血使我們成聖主的血使我們成聖主的血使我們成聖主的血使我們成聖，，，，圣靈賜給我們可以與神圣靈賜給我們可以與神圣靈賜給我們可以與神圣靈賜給我們可以與神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並且並且並且並且有有有有____________________如主耶穌一樣如主耶穌一樣如主耶穌一樣如主耶穌一樣，，，，在靈和魂的在靈和魂的在靈和魂的在靈和魂的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去順服神的律法去順服神的律法去順服神的律法去順服神的律法((((來來來來10:1410:1410:1410:14----16)16)16)16)

•3. 3. 3. 3. 主的血清潔我們受罪和其影響的主的血清潔我們受罪和其影響的主的血清潔我們受罪和其影響的主的血清潔我們受罪和其影響的________________，，，，使我使我使我使我
们事奉那永生神们事奉那永生神们事奉那永生神们事奉那永生神(來來來來9:13-14)：：：：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____注意公注意公注意公注意公
義義義義，，，，圣靈圣靈圣靈圣靈，，，，樂意遵行神的旨意樂意遵行神的旨意樂意遵行神的旨意樂意遵行神的旨意，，，，事奉敬拜神事奉敬拜神事奉敬拜神事奉敬拜神。。。。而而而而
不注意罪不注意罪不注意罪不注意罪，，，，得自由脫離罪的轄制和死性得自由脫離罪的轄制和死性得自由脫離罪的轄制和死性得自由脫離罪的轄制和死性。。。。



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

• 1. 約約約約6:53-56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們你們你們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不喝人子的血不喝人子的血不喝人子的血，，，，
就沒有就沒有就沒有就沒有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在你們裏面在你們裏面在你們裏面在你們裏面。。。。喫我肉喫我肉喫我肉喫我肉、、、、喝我血的喝我血的喝我血的喝我血的
人人人人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在末日我要在末日我要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叫他復活叫他復活叫他復活。。。。我的肉我的肉我的肉我的肉人人人人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在末日我要在末日我要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叫他復活叫他復活叫他復活。。。。我的肉我的肉我的肉我的肉
真是可喫的真是可喫的真是可喫的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喫我肉喫我肉喫我肉喫我肉、、、、
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我又因父活着我又因父活着我又因父活着，，，，照样照样照样照样
，，，，吃我肉的人吃我肉的人吃我肉的人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也要因我活着也要因我活着也要因我活着

• 2. 只有屬靈的人才能領受只有屬靈的人才能領受只有屬靈的人才能領受只有屬靈的人才能領受：：：：将属灵的话将属灵的话将属灵的话将属灵的话，，，，解解解解
释属灵的事释属灵的事释属灵的事释属灵的事(林前林前林前林前2:13)



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2

•3.3.3.3.如何吃如何吃如何吃如何吃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

• 約約約約6:35 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到到到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来我这里来我这里来
的的的的，，，，必定不饿必定不饿必定不饿必定不饿。。。。信我的信我的信我的信我的，，，，永远不渴永远不渴永远不渴永远不渴。。。。這生命的粮這生命的粮這生命的粮這生命的粮
給不了從主前退去的給不了從主前退去的給不了從主前退去的給不了從主前退去的(約約約約_____)。。。。

• 主是主是主是主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吃吃吃吃主耶穌的身體代表主耶穌的身體代表主耶穌的身體代表主耶穌的身體代表吃吃吃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饿不饿不饿不饿：：：：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不渴不渴不渴不渴：：：：神的靈神的靈神的靈神的靈(約約約約7:37-38)。。。。

• 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到主的十字架前到主的十字架前到主的十字架前到主的十字架前，，，，全心全意信全心全意信全心全意信全心全意信，，，，全全全全
然接待主然接待主然接待主然接待主，，，，領受領受領受領受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

– 當感到軟弱當感到軟弱當感到軟弱當感到軟弱，，，，無助無助無助無助，，，，恐懼恐懼恐懼恐懼，，，，靈裡饑渴時靈裡饑渴時靈裡饑渴時靈裡饑渴時：：：：十字架上的十字架上的十字架上的十字架上的
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成為營養成為營養成為營養成為營養，，，，力量和飽足力量和飽足力量和飽足力量和飽足



主耶穌的圣餐主耶穌的圣餐主耶穌的圣餐主耶穌的圣餐

• 1. 路路路路22:19-20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舍的。。。。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也应当如此行也应当如此行也应当如此行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为的是记念我为的是记念我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饭后也照样拿起饭后也照样拿起饭后也照样拿起
杯来杯来杯来杯来，，，，说说说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是为你们是为你们是为你们
流出来的流出来的流出来的流出来的。。。。

• 2. ____ 1:18• 2. 信徒信徒信徒信徒領圣餐後領圣餐後領圣餐後領圣餐後，，，，得著神的得著神的得著神的得著神的____。。。。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18因因因因
为十字架的道理为十字架的道理为十字架的道理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
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得救的人(being saved)却为却为却为却为    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神的大能。。。。

– 我們一直在主的寶血我們一直在主的寶血我們一直在主的寶血我們一直在主的寶血，，，，大能裡大能裡大能裡大能裡，，，，被神的全人拯救中被神的全人拯救中被神的全人拯救中被神的全人拯救中

– 在十字架中在十字架中在十字架中在十字架中，，，，有安息有安息有安息有安息，，，，保護保護保護保護，，，，和能力和能力和能力和能力

– 因耶稣的血因耶稣的血因耶稣的血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來來來來10:19



如何應用主耶穌的寶血如何應用主耶穌的寶血如何應用主耶穌的寶血如何應用主耶穌的寶血

•1. 1. 1. 1. 來來來來9:209:209:209:20这血就是这血就是这血就是这血就是 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enjoined)(enjoined)(enjoined)(enjoined)：：：：意為意為意為意為____________________，，，，是新約信徒的權力是新約信徒的權力是新約信徒的權力是新約信徒的權力。。。。

•2. 2. 2. 2. 新約信徒用新約信徒用新約信徒用新約信徒用________________承認承認承認承認應用主耶穌的寶血應用主耶穌的寶血應用主耶穌的寶血應用主耶穌的寶血((((羅羅羅羅
10:10)10:10)10:10)10:10)，，，，啟啟啟啟12:1012:1012:1012:10----11111111

• 3.  見証的道見証的道見証的道見証的道始於始於始於始於_____。。。。啟啟啟啟12:1012:1012:1012:10----11111111我听见在天我听见在天我听见在天我听见在天
上有大声音说上有大声音说上有大声音说上有大声音说，，，，我我我我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救恩救恩救恩救恩，，，，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国度国度国度国度，，，，并并并并
他基督的权柄他基督的权柄他基督的权柄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现在都来到了现在都来到了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因为那在我们因为那在我们因为那在我们
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已经被摔下去了已经被摔下去了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弟兄胜过他弟兄胜过他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是因羔羊的血是因羔羊的血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和自己和自己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见证的道所见证的道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他们虽至于死他们虽至于死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也不爱惜性命也不爱惜性命也不爱惜性命



主耶穌寶血的功效主耶穌寶血的功效主耶穌寶血的功效主耶穌寶血的功效

• 1. 成就和平成就和平成就和平成就和平，，，，與神和好與神和好與神和好與神和好(西西西西1:19-22)

• 2. 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得醫治，，，，得平安得平安得平安得平安(賽賽賽賽53:5)

• 3. 洁淨洁淨洁淨洁淨___(出出出出12:13)

• 4. ___ ( 1:5)• 4. 為為為為___代求代求代求代求(伯伯伯伯1:5)

• 5.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2:9)。。。。可以應用在任何人事物上可以應用在任何人事物上可以應用在任何人事物上可以應用在任何人事物上

– 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就被主贖回就被主贖回就被主贖回就被主贖回

– 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撒但沒法碰撒但沒法碰撒但沒法碰撒但沒法碰

– 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主的血所灑的，，，，神的恩典和能力就降下神的恩典和能力就降下神的恩典和能力就降下神的恩典和能力就降下



主耶穌寶血的功效主耶穌寶血的功效主耶穌寶血的功效主耶穌寶血的功效2

• 6. 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來來來來13:20-21但愿但愿但愿但愿
赐平安的赐平安的赐平安的赐平安的    神神神神，，，，就是那凭就是那凭就是那凭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永约之血永约之血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使群羊的大牧使群羊的大牧使群羊的大牧
人我主耶稣人我主耶稣人我主耶稣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从死里复活的从死里复活的从死里复活的    神神神神 。。。。在各样善事在各样善事在各样善事在各样善事
上上上上，，，，成全你们成全你们成全你们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又藉着耶又藉着耶又藉着耶
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愿荣耀归给愿荣耀归给愿荣耀归给
他他他他，，，，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不再有犯罪的借口了不再有犯罪的借口了不再有犯罪的借口了不再有犯罪的借口了

• 1. 敬拜獻祭到主前敬拜獻祭到主前敬拜獻祭到主前敬拜獻祭到主前，，，，十字架已開路十字架已開路十字架已開路十字架已開路，，，，幔子已經斷幔子已經斷幔子已經斷幔子已經斷
開了開了開了開了。。。。來來來來4:16所以我们只管所以我们只管所以我们只管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的的的的，，，，来到来到来到来到施施施施
恩的宝座前恩的宝座前恩的宝座前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为要得怜恤为要得怜恤为要得怜恤，，，，蒙恩惠蒙恩惠蒙恩惠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作随时的帮助作随时的帮助作随时的帮助

• 2. 主的寶血使罪得以赧免主的寶血使罪得以赧免主的寶血使罪得以赧免主的寶血使罪得以赧免，，，，並且得並且得並且得並且得___不去犯罪不去犯罪不去犯罪不去犯罪
太太太太26:28：：：：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为多人流出来为多人流出来为多人流出来太太太太26:28：：：：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为多人流出来为多人流出来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使罪得赦使罪得赦使罪得赦 。。。。

• 3. 若是回轉去若是回轉去若是回轉去若是回轉去___地地地地選擇故意犯罪選擇故意犯罪選擇故意犯罪選擇故意犯罪，，，，就是使這血就是使這血就是使這血就是使這血
約違背了約違背了約違背了約違背了，，，，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這等於這等於這等於這等於践踏践踏践踏践踏    
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又又又
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施恩的圣灵亵慢施恩的圣灵，，，，可他可他可他可他心裡也知道心裡也知道心裡也知道心裡也知道惟有战惧等候惟有战惧等候惟有战惧等候惟有战惧等候
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 (來來來來10:26-31)。。。。



不再有犯罪的借口不再有犯罪的借口不再有犯罪的借口不再有犯罪的借口2

• 4. 不按理吃主的饼不按理吃主的饼不按理吃主的饼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喝主的杯喝主的杯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就是干犯主的身就是干犯主的身就是干犯主的身
主的血了主的血了主的血了主的血了…..，，，，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与患与患与患
病的病的病的病的，，，，死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 (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1:27-31)。。。。注意許多人注意許多人注意許多人注意許多人
的生病的原因的生病的原因的生病的原因的生病的原因，，，，和和和和____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 5. 主的管教主的管教主的管教主的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使我们使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在他的圣在他的圣在他的圣
洁上有分洁上有分洁上有分洁上有分(來來來來12:10-11)。。。。凡管教的事凡管教的事凡管教的事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当时不觉当时不觉当时不觉
得快乐得快乐得快乐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凡觉得愁苦凡觉得愁苦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结出平安的果子结出平安的果子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义就是义就是义

• 6. 主的寶血在主的寶血在主的寶血在主的寶血在_____警戒我們警戒我們警戒我們警戒我們：：：：來來來來12:24-25



若犯罪時怎麼辦若犯罪時怎麼辦若犯罪時怎麼辦若犯罪時怎麼辦？？？？

• 1. 先先先先____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就不至于受审就不至于受审就不至于受审(林前林前林前林前11:31) ：：：：先先先先
審判自己審判自己審判自己審判自己，，，，求神光照求神光照求神光照求神光照，，，，就不會被神審判就不會被神審判就不會被神審判就不會被神審判。。。。先省察先省察先省察先省察
(詩詩詩詩139:23-24)，，，，求主的寶血遮蓋罪求主的寶血遮蓋罪求主的寶血遮蓋罪求主的寶血遮蓋罪。。。。
• 以領聖餐的心態以領聖餐的心態以領聖餐的心態以領聖餐的心態：：：：分辨自己分辨自己分辨自己分辨自己，，，，自我省察自我省察自我省察自我省察，，，，求聖靈光照未認的求聖靈光照未認的求聖靈光照未認的求聖靈光照未認的
罪罪罪罪，，，，未悔改的心未悔改的心未悔改的心未悔改的心，，，，未饒恕人的罪未饒恕人的罪未饒恕人的罪未饒恕人的罪，，，，不與主內肢體之間的合一不與主內肢體之間的合一不與主內肢體之間的合一不與主內肢體之間的合一(
分門結黨分門結黨分門結黨分門結黨)，，，，不體恤肢體之間的需要不體恤肢體之間的需要不體恤肢體之間的需要不體恤肢體之間的需要……

• 2. ____ 1:7-9 [• 2. 再再再再____悔改悔改悔改悔改：：：：約壹1:7-9我們若在光明中行[現
在式]，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現在式]，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現在式]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現在式]，便是自欺[現在式]，
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現在式]。我們若認[現在式]
自己的罪，神是[現在式]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 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_______

– 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____，，，，只說祝福的話只說祝福的話只說祝福的話只說祝福的話

– 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____，，，，是正直誠實的是正直誠實的是正直誠實的是正直誠實的

– 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求主常常寶血潔淨我的____，，，，不悖逆願意順服主不悖逆願意順服主不悖逆願意順服主不悖逆願意順服主

• 3. 主給你機會主給你機會主給你機會主給你機會，，，，修復修復修復修復___。。。。啟啟啟啟3:20 凡我所疼爱凡我所疼爱凡我所疼爱凡我所疼爱• 3. 主給你機會主給你機會主給你機會主給你機會，，，，修復修復修復修復___。。。。啟啟啟啟3:20 凡我所疼爱凡我所疼爱凡我所疼爱凡我所疼爱
的的的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我就责备管教他我就责备管教他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所以你要发热心所以你要发热心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也要也要也要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看哪看哪看哪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我站在门外叩门我站在门外叩门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若有听见我声若有听见我声若有听见我声
音就开门的音就开门的音就开门的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我与他我与他我与他，，，，他他他他
与我与我与我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一同坐席一同坐席。。。。

– 主的責備管教是帶著愛主的責備管教是帶著愛主的責備管教是帶著愛主的責備管教是帶著愛，，，，盼望你知錯悔改盼望你知錯悔改盼望你知錯悔改盼望你知錯悔改

– 悔改後悔改後悔改後悔改後，，，，打開心門打開心門打開心門打開心門，，，，重新接待主重新接待主重新接待主重新接待主；；；；主也願意修復主也願意修復主也願意修復主也願意修復



主寶血的主寶血的主寶血的主寶血的14項祝福項祝福項祝福項祝福

• 1. 靈魂的贖罪靈魂的贖罪靈魂的贖罪靈魂的贖罪(利利利利17:11; 羅羅羅羅3:24; 5:11; 西西西西1:20)

• 2. 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得自由不再去犯得自由不再去犯得自由不再去犯得自由不再去犯(太太太太26:28; 羅羅羅羅3:24-
25; 來來來來9:22; 弗弗弗弗1:7)

• 3. 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羅羅羅羅5:9; 西西西西1:20)• 3. 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生命平安(羅羅羅羅5:9; 西西西西1:20)

• 4. 拯救買贖拯救買贖拯救買贖拯救買贖 (羅羅羅羅3:24-25; 來來來來9:12-15; 弗弗弗弗1:7;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
1:18-23; 啟啟啟啟5:9)

• 5. 稱義稱義稱義稱義(羅羅羅羅5:9;加加加加3:6-14; 徒徒徒徒13:38-39)

• 6. 與神親近與神親近與神親近與神親近 (弗弗弗弗2:13; 來來來來10:19)

• 7. 清潔的良心清潔的良心清潔的良心清潔的良心 (來來來來9:14)



主寶血的主寶血的主寶血的主寶血的14項祝福項祝福項祝福項祝福

• 8. 洗淨罪洗淨罪洗淨罪洗淨罪(約壹約壹約壹約壹1:7)

• 9. 成聖成聖成聖成聖(來來來來10:10-14; 來來來來13-20)

• 10. 新約新約新約新約(太太太太26:28; 來來來來10:29; 來來來來12:24; 來來來來13:20)

• 11. 新的重生新的重生新的重生新的重生(彼前彼前彼前彼前1:18-23)• 11. 新的重生新的重生新的重生新的重生(彼前彼前彼前彼前1:18-23)

• 12. 得勝的能力得勝的能力得勝的能力得勝的能力(啟啟啟啟12:11)

• 13. 教會的會員資格教會的會員資格教會的會員資格教會的會員資格(徒徒徒徒20:28)

• 14. 醫治醫治醫治醫治(太太太太8:16-17; 彼前彼前彼前彼前2:24; 賽賽賽賽53:4-6)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 1.為何為何為何為何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神禁止人吃活物的血？？？？

• 2.請問請問請問請問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的意義為何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的意義為何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的意義為何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的意義為何？？？？如何吃如何吃如何吃如何吃
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才正確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才正確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才正確主耶穌的身體和寶血才正確？？？？

• 3.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 3.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立新約的血的意義為何？？？？

• 4.主耶穌寶血的功效為何主耶穌寶血的功效為何主耶穌寶血的功效為何主耶穌寶血的功效為何？？？？

• 5.在你日常的生活中在你日常的生活中在你日常的生活中在你日常的生活中，，，，請問該請問該請問該請問該如何應用主耶穌如何應用主耶穌如何應用主耶穌如何應用主耶穌
的寶血的寶血的寶血的寶血？？？？應用在何種人事物方面應用在何種人事物方面應用在何種人事物方面應用在何種人事物方面？？？？

• 6.信主後信主後信主後信主後，，，，若再犯罪時怎麼辦若再犯罪時怎麼辦若再犯罪時怎麼辦若再犯罪時怎麼辦？？？？該該該該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如何去得勝
，，，，得釋放得釋放得釋放得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