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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组预备经历神 

第二课：圣经的大能 

 

 

 

 

 

 

 

 

 

你曾经在百货公司里迷失吗？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所做的是对还是错。 

上帝都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会赐给我们一本书。这本书里有着指示。 

教导我们要做什么，如何应对生活的问题及成长中的一些难题。 

 

上帝的指示是什么？ 

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指示。圣经的英文字母 可解释为上帝

“留给世人在世上的最好指示！”（Best Instructions Before Leaving Earth）。

人们共花了 400 年的时间才把整本圣经完成。圣经里总共有 66 本书，分

别为旧约和新约全书。旧约里再细分为 39 本书；新约里则分为 27 本。 

 

 

该去哪里？ 

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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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里，有很多经节谈到神的话语，然后把它们写下。 

 

1. 提摩太后书 3:16-17 

 ————————————————————————————— 

 ————————————————————————————— 

2. 诗篇 119:105 

 ————————————————————————————— 

 ————————————————————————————— 

3. 马太福音 24:35 

 ————————————————————————————— 

 ————————————————————————————— 

4. 约书亚记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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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查看更多神的话语…… 

              

 

暗示：把词翻过来 

1. 提摩太后书 3:16-17 “圣经都是____________（帝上）所默示的， 

2. 于____________（训教）、____________（责督）、使人____________ 

正归）、教导人____________（义学），都是有益的。 

3.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____________（备预）行各样的善事。” 

4. 诗篇 119:105“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____________（丁火），是我 

___________（上路）的光。” 

5. 马太福音 34:35“天地要____________（去废），我的话却 

___________（能不）废去。 

6. ____________（录示启） 是一本记载了很多有关上帝对未来所会发生

的事的预言。 

7. 约书亚记 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____________ 

（想思），好使你____________（守谨）遵行这树上所写的一切话。 

 

 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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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样阅读和深思神的话语呢？ 

1. 选个适当的地方 

2. 选个适当的时间 

3. 收本属灵记事簿以方便记录 

4. 阅读圣经时，自问以下题目： 

a. 上帝在对我说什么？ 

b. 上帝给我的一个承诺是什么？ 

c. 要遵从的一个戒律是什么？ 

d. 我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e. 哪一个经节我可以牢记和宣称的 

背诵经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

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 3:16-17 

应用 

读约书亚记 1:1-9，然后应用以上的五个题目，来帮助你深思神的话语。 

 

行动： 

读完诗篇 119 后，举出五个益处。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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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迷宫 

 

你可以在下面的文字中寻找圣经的十五本书吗？ 

Can you find 15 books of the Bible in this passage? 

 

In these remarks are hidden names of 15 books of the bible. It’s a 

real fluke. Kept me looking so hard for the facts that I missed 

revelations. I was in a jam, especially since the names are not in 

capitalized. The truth will come to numbers of our readers. To others 

it is a real job. For all it will be a most fascinating search. Yes. There 

will be some easy spot; others hard to judge. So we admit it usually 

results in loud lamentations when we can’t find them. One lady says 

she brews coffee while she puzzles over it.  

 

One book is underlined to help you start. 

Can you find the other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