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恩教会 2021 年秋季主日学
慕道班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
本期慕道班我们会使用一套世界流行的传福音课程: Alpha Course (启发课程) 一共有 18 节课程内容形式包括享用
咖啡点心，观看福音视频（中文），以及讨论交流。目的是通过构造一个诚恳，舒适，尊重，开放的对话环境，
与慕道友们建立友好的关系，并鼓励引导慕道友们探索人生的意义和认识基督教真理。本课程也欢迎刚信主的新
信徒和以及对传福音操练有热情的基督徒参加。
教员
李德政弟兄 (Peter Li), 阮永刚弟兄
适合对象
慕道友；
想要在信仰上继续扎根的新信徒；
对传福音有负担，想进行更多实际操练的基督徒
形式内容
• 每周日 11:00 - 12:15 pm，Grace One 教会 136 教室与 zoom 上同时进行（zoom 会议号: 996 185 0986；密
码: 537875683）
• 本期课程时间: 9 月 12 日 - 11 月 21 日
• 每次聚会安排：
- 10 分钟的咖啡点心，生活分享时间（茶水零食都会是独立包装，以确保安全卫生）
- 25 分钟的福音视频
- 25 分钟的讨论分享
• 课程内容安排（介绍 + 七周正式 Alpha Course 课程 + 启发周末特别聚会）
- 介绍：参加者互相介绍，认识，Grace One 教会简介，课程简介
- 第一课：人生不会只是这样吧?
- 第二课：耶稣是谁？
- 第三课：耶稣为什么死？
- 第四课：如何得着信心?
- 第五课：为什么要祷告？如何祷告？
- 第六课：为什么要读圣经？如何读圣经？
- 第七课：上帝怎样指引我们?
- 第八课： 圣灵是谁？
- 第九课： 圣灵有什么工作？
- 第十课： 怎样被圣灵充满？
- 第十一课：如何活得更精彩？
- 第十二课：怎样抵挡邪恶？
- 第十三课：为什么要传福音？如何传福音？
- 第十四课：神今天还医治人吗？
- 第十五课：教会是什么？
- 第十六课：基督与中国：叩门

-

第十七课：基督与中国：落地
第十八课：基督与中国：光照
启发课程周末聚会分享（TBD- 根据疫情情况来确定）

注意事项
• 课程参与者可选择到教会现场或者在 zoom 上参加
• 由于本课程的特殊性质，希望有意参加者能够愿意委身完成全部课程（八周）
• 有意报名或想了解更多，请联系李德政(Peter)弟兄 & 阮弟兄 (手机: 9198808895, Email:
peterliforjesus@gmail.com & yonggang.ruan@gmail.com)
Alpha Course 启发课程每课介绍

The Purpose of Alpha Course: To enlighten our value of life through the truth in Jesus Christ within
a comfortable, honesty, open-mind and respectful environment, and bridge our friendship through
sharing, loving, and praying with a sincerely heart to explore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启发课程目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生命真谛的启发，探索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和谐，
友好，彼此尊重的氛围里来分享，探讨，和认识真理，以一颗真诚的心享受这份友谊，平安，喜乐，
和祝福。
1. Is There More To Life Than This? 人生不会只是这样吧?
你是否常常在自问和叹息中表达对生命的态度和认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人生应当是怎样
2. Who is Jesus? 耶稣是谁？
约翰福音 14:6，耶稣在两千年前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到今天有 20 亿人相信他说的是真
话。难道他是个疯子，还是他真的拥有生命的权柄和价值？他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3. Why Did Jesus Die? 耶稣为什么死？
一个两千年前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的犹太人，耶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有这么多现代
的人为他的死而触动落泪感恩？这是为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思索探寻
4. How Can I Have Faith? 如何得着信心?
我们常常说“我没有信心去做好这件事”。什么是信心？我的生命里需要信心吗？ 什么样的信心才
是真正的信心，我要怎样得到它？
5. Why and How Do I Pray? 为什么要祷告？如何祷告？
什么是祷告？为什么这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常常在自己对自己，或是对空气说话？他们在向谁
祷告？我需要祷告和别人的祷告吗？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6. Why and How Should I Read the Bible? 为什么要读圣经？如何读圣经？
我常常看到有人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叫圣经，也常常听人说这是一本有关耶稣的书 - 我需要读吗？
这本书对我的生命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7. How Does God Guide Us? 上帝怎样指引我们?
约翰福音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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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上帝吗？如果真有，他会关心和引导我这个普通的人吗？

8. Who is the Holy Spirit? 圣灵是谁？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格，圣灵。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圣灵是谁？让我们一起来
认识他吧!
9. What does the Holy Spirit do? 圣灵有什么工作？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每天的生活都需要圣灵的带领，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我要求父，父就另
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 14:16-17)。”圣灵
到底为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10. How can I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怎样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了解圣灵是谁，圣灵的能力和他为每一个基督徒所做的生命引导，我们会问自己，我如何
才能得到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11. How can I make the most of the rest of my life? 如何活得更精彩？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如何活出一个丰盛的基督内住的生
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12. How can I resist evil? 怎样抵挡邪恶？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每天都经历到来自魔鬼的大小试探和诱惑。如何抵挡和战胜魔鬼？让我们
一起来学习吧，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
13. Why and How should I tell others? 为什么要传福音？如何传福音？
作为一名基督徒，你有传福音的动力吗？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吗？如何传福音？让我们一起
来学习吧，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主耶稣在给我们的大使命中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
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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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
代的终结。” 马太福音 28：18。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
14. Does God heal today? 神今天还医治人吗？
我想你不会忘记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医治病人的神迹，新约圣经几乎每本书都有，神今天还医
治吗？ 主耶稣在给我们的大使命中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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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 马太福音 28：18。让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
15. What about the Church? 教会是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教会吗？你有一个所归属和事奉的主的教会吗？你爱她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
16. Christ Loves China: Knock the door，叩门

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你了解基督给中国的爱吗？他是怎样引领中国吗？你知道主耶稣召唤了一
批又一批他的仆人，外国宣教士，来敲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知多少？让我们带
着一份感恩的心来回顾这段历史吧！
17. Christ Loves China: Rooting the ground，落地
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你了解基督给中国的爱吗？他是怎样引领中国吗？你知道主耶稣召唤了一
批又一批他的仆人，外国宣教士，来敲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知多少？让我们带
着一份感恩的心来回顾这段历史吧！
18. Christ Loves China: Lightening China， 光照
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你了解基督给中国的爱吗？他是怎样引领中国吗？你知道主耶稣召唤了一
批又一批他的仆人，外国宣教士，来敲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知多少？让我们带
着一份感恩的心来回顾这段历史吧！
19. Introduction to the Weekend 启发周末介绍 (TBD-根据疫情情况)
在结束前面十八周的课程后，我们会有一个周末启发团契，让大家来总结分享一下参与课程的收
获，并且会根据大家的兴趣和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话题分享。我们会用聚餐的方式，在轻松，喜
乐，分享，祷告中结束我们启发课程。但我们所得到的友谊，祝福，和真理却永远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