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课

门徒训练
1

祷告

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把这一课有关门徒训练的教导交给主。

2

［灵修］

分享（20 分钟）

徒十一：19 至十四：28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徒十一：19 至十四：28）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

3

背诵经文（20 分钟）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祷告：约十五：7
A. 默想

(3)

祷告
约十五：7

把以下的背诵经文写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
在白板或黑板上，如
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
下：
们成就。
约 十五：7

约十五：7

1. 祷告蒙应允的确据有两个条件。
耶稣用了“ 若”这个字，祂指出只有当人符合以下两个条件时，祂才会应允祷告。
(1) 你必须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确保耶稣基督应允你的祷告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常在耶稣基督和祂的爱里面 （约十五：5，9），这是
不可或缺的。
基督在基督徒里面！基督藉着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圣经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
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
神。”（林前六：19-20）。
基督徒应当常在耶稣基督和祂的爱里面。你与基督在彼此的关系上都有责任。一方面，如果基督不在你里面，
你根本不可能成为信徒！圣经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罗八：9-10）。另一方面，如果你没
有常在基督里面，这表明你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基督。你有责任常在基督里面。
常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常在基督里面”是指致力与基督不断维持密切的个人关系。这意味着你尽力保持
与基督同在。这意味着你向基督委身，成就祂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在”这个字采用了现在进行时态，这意味
着这关系应当日复一日的持续下去。没有这样不断的努力，就没有救赎、没有成长、也没有果子了！当基督的
灵住在你里面，你便渴望、必定、也将会常在基督里面 （腓一：6）！
(2) 基督的话必须常在你里面。
确保耶稣基督应允你的祷告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也常在你里面 （约十五： 7），这是不可或缺
的。
基督徒应当常在基督的话里面。在约八：31-32，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持守我的教训），就真
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的责任是常在基督的话里面，例如进行以下的七
个操练。你应当聆听人们所宣讲或教导的基督的话。你应当每天都阅读圣经中基督的话。你应当每周在研经小
组里研读基督的话。你应当恒常背诵基督所说重要的话。你应当默想基督的话，也就是思想基督的话对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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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什么意义，求问神你要如何把基督的话应用在个人生命中。你应当把基督的话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
（参看太七：24；约十五：10）。你也应当透过宣讲或教导而把基督的话传递给别人。
基督徒应当让基督的话常在他们里面。约十五：7 所说的责任和约八：32 所说的责任并不相同。在这里，你的
责任是让耶稣基督的话来影响你，使你改变！你聆听、阅读、研习、背诵、默想、应用和传递基督的话，藉此
让基督的话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和生命中。然后，你必须让那藏在你心思意念和生命中的基督的话成为你里面的
动力，使你的生命完全由它掌管。基督的话在你的生命中，祂的话应当掌管你的思想和信念、动机和欲望、态
度和感觉，以及你的言行。耶稣警告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太七：26）。如果你只是认识基督的话，却没有把祂的话在你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中应用出来，你的生命必定
崩溃，变得支离破碎。你必须让耶稣基督的话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影响力。基督的话必须是决定你的信念和信
仰的主要影响力。基督的话必须是决定你的动机和态度的主要影响力。基督的话必须是决定你的言谈以及把生
命献给什么的主要原因。这样，基督的话便常在你里面了！
2. 基督徒可以在祷告中祈求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吗？
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不会渴望得到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或祈求神把它赐给你！如
果你常在基督里面，又让基督的话常在你里面，你只会祈求合基督心意的东西。你不会祈求一些与基督的性情
或基督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背道而驰的东西。耶稣在祷告中满有信心地向神祈求，却加上“只要成就你的意
思”这句话 （路二十二：42）。每当你祈求神的旨意成就，神 总会应允你的祷告，然后神的旨意 总会成就！
每当你照神的旨意向神祈求，你便可以满有信心地祷告祈求（约壹五：14）。举例说，如果你向神祈求一些满
足你贪婪欲望的东西，或求神使你取得自私自利的权势和世俗名利，神不会应允你的祷告。但是如果你努力让
自己常在基督里面，致力让自己被基督的话来掌管，你便可以满有信心地祷告祈求。你的祷告必蒙神垂听，而
且满有果效和力量！“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16）。“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
我们所求所想的”（弗三：20）！
B.背诵经文和复习
1. 写下。把经文写在一张空白卡片上，或写在小笔记簿的一页上。
2. 背诵。以正确的方式背诵经文。（3） 祷告。约十五：7。
3. 复习。二人一组，互相检查对方上次背诵的经文。

4

﹝人际关系﹞

研经（70 分钟）

基督徒与异性的关系：
帖前四：1-8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帖前四：1-8。
步骤 1. 阅读。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帖前四：1-8。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神的话语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以下是组员分享他们的探索结果的一些例子。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不一定是以
下的分享）
四：3

探索 1. 基督徒应当远避淫行。
圣经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生活在一个淫乱、色情、婚前性行为和强奸等问
题渐趋严重的时代。越来越多学童牵涉其中。色情书刊在街上销售，色情电影在每个拥有电视的家庭中播放。
尽管当局提倡“安全性行为”（使用避孕用品），少女堕胎的个案在世界各地大幅增加。与异性建立关系的传
统模式被现代的模式取代了，这包括在性方面毫无限制。青少年不知道行淫所带来的危险，甚至成年人也是如
此。他们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安全性行为其实一点也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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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与异性建立合宜的关系。他们唯一可以仿效的对象，往往是那些色情电影和书刊，
或者一些道德败坏的朋友给他们的坏榜样。但我希望学习圣经所教导的原则。
四：1

探索 2. 基督徒得到清楚的指示，知道该怎样行才可以讨神喜悦。
圣经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第 1 节）。这段经文清楚指出，人不
可以为所欲为，尤其是在与异性相处这方面。我们要成为圣洁，这是唯一可以讨神喜悦的事（第 3 节）。我们
与异性相处时要保持圣洁，这包括四方面︰
（1） 远避淫行。
（2） 学会怎样守着自己的身体。
（3） 学会怎样用圣洁和尊贵的方式去得到终身伴侣。
（4） 不要因淫乱而欺负了自己的弟兄。
我希望可以继续向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教导这些真理，使他们学会如何讨神喜悦。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帖前四：1-8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四：1-2
问题 1. 奸淫和淫乱有什么分别？

笔记。 来十三：4 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淫乱”（希腊文︰porneia） 是指除了自己的配偶以外，与别人有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这包括任何涉及性的
不道德思想、言语或行为。利未记把以下各种行为列为违犯律法的性行为︰与家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性行为（例
如露他们的下体、淫乱的接触、乱伦）；与配偶以外的人行淫；与同性苟合，或与动物淫合（利十八：6，
20，22，23）。
“奸淫”（希腊文︰moicheia） 是指与别人的配偶进行违法的性行为。介入别人的婚姻中是有违律法的。这包
括犯奸淫而导致离婚的一方。
总而言之，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与你的异性配偶之间的性行为才是唯一合法的性行为，而且只有在婚后才
可以进行。圣经警告说，神必审判犯奸淫的人 （希腊文︰moichous） 和淫乱的人（希腊文︰pornous） ！
这两个字也可以指对神不忠、背弃神和拜偶像，这些是属灵上的淫乱或属灵上犯奸淫（耶五：7-8；耶九：2；
结十六：15-16；可八：38；雅四：4）。
四：3-4
问题 2. 帖前四：3-4 如何翻译会更可取？

笔记。 帖前四：3-4 可以用以下三种方式来理解和翻译，三种方式都是正确的。
▪

“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身
体”原文作“器皿”） ”（圣经新译本）。器皿是指自己的身体。

▪

“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化︰他要你们禁戒淫乱，要你们各人晓得以圣化和自尊、拥有自己的妻子（或
译︰控制自己的身体。『妻子』或『身体』一词希腊文作『器皿』）”（吕振中译本圣经）。器皿是指
将来的妻子或丈夫。

▪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 。「控
制自己的身体」或译「与自己的妻子相处」”。（和合本修订版）。器皿是指自己的妻子或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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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4
问题 3. 我如何学会守着自己的身体？

笔记。
▪ 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

阅读弗五：3-4。“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
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淫乱一词用于与舌头有关的论述。淫词是指不雅的说话，例如
有关别人性生活的闲话，或使用与性有关的用语去骂人。戏笑的话是指黄色笑话或具有性意味的笑话。基督徒
必须给予孩子健康的性教育，并以严肃的态度去讨论如何在婚姻中建立性关系。然而，说与性有关的闲话或笑
话是淫乱的行为。与性有关的闲话或笑话在基督徒中间连提都不可！
▪ 学会控制自己的眼睛。

阅读伯三十一： 1。“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男人尤其会受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试探。如
果一个男人看到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他可能会受试探而出现淫乱的思想。如果一个男人在杂志上看到荡妇的
照片，他也可能会受试探而出现淫乱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淫乱始于你所看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你心中
触发淫乱的思想。这会导致不道德的决定，最终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对抗淫乱始于你所看到和听见的东西，以
及你的思想。因此，神在圣经中写道：“要与眼睛立约，决不恋恋瞻望处女。”你要与神协定，避免到那些会
看到荡妇的地方，不看互联网上的色情网站，也不看色情杂志或色情电影。你要避免阅读色情书籍。你要与神
协定，当你无意中看到这些人或图片时，不要让你继续在那里流连或再多看一眼。
▪ 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

阅读 箴六：25。“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神所创造的女人大都很漂亮。可是，
有些女人利用自己的美色去令男人陷入淫乱中。她们想利用自己的衣着打扮、风姿或媚眼去勾引男人，令他们
陷入淫乱中。世上每个妓女都知道自己的弱点，也知道男人的弱点。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心所控制。心控制人脑

海中的思想，心中的渴望和意志的选择和决定。虽然有时候你禁不住看了这些女人，但是你总可以决意不再继
续看下去。圣经说，你甚至不要思量她们的美色或各种勾引你的手段。不要让自己的心恋慕她们。让那住在你
里面的圣灵掌管你的心思意念。林后十：5 说：我们要“ 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 学会控制自己的脚。

阅读 箴五：7-10。“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
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
家。”世上每个城市都有妓女和淫媒。每条村庄都有声名狼藉的人。你通常都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到哪里把人
拉进他们的陷阱中。你要避免到这些地方。圣经说：“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避免走进
红灯区、酒吧、按摩院、舞厅和夜总会，那些人都在那里等着要诱捕你。在学校里，要避免与名声恶劣的人结
交。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脚，不要走近那些地方。
▪ 学会控制自己的手。

阅读箴五：15-21。“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是指你自己的妻子）。你的泉源岂可涨溢
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惟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

妻。他如可爱的麀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
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现代人与异性结交的方式有一个特征，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的接触，都没有界线。人们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不用担心后果。因此，很多年轻人都不去控制自己的手。当他们单独与异性在一起时，他们经常抚摸对方身体
的各部位，甚至把自己的手伸进对方的衣服里。男人的抚摸可能会使女人受引诱，因此男人必须学会控制自己
的手。正如一个国家的法律订明社会生活的界线、交通规例订明安全驾驶的界线，同样，圣经说明了在性方面
应有的界线。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手，只用圣洁、尊贵的方式去接触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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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4
问题 4. 我如何得到或赢取婚姻伴侣？

笔记。基于上述的理由，基督徒与异性建立关系的方式，必须与非基督徒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圣经教导我们，
年轻人可以为自己得到或赢取一位妻子。然而，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男人不能藉着情欲去赢取一位妻子。神
命令我们要用圣洁、尊贵的方式去得到或赢取一个妻子，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利用情欲的手段。“圣洁”的方式
是指那些与罪恶世界截然不同、分别出来的方式。“尊贵”的方式是指神和人（以及他们的文化）都尊重的方
式。你得到妻子的方式，必须既是神无可指责，也是人无法诋毁的。男女在婚前彼此了解的阶段必须自制，守
着自己的身体！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舌头、眼睛、心、脚和手。神界定了男女关系中彼此的界线。神吩咐男人
和女人在赢取对方的阶段（现代称为“ 约会”）不可以做的事。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远避淫行。
四：3-4
问题 5. 我与异性建立关系时应当定下哪些界线？

笔记。 基督徒与异性建立关系时必须定下界线。基督徒父母和基督徒领袖必须把这些界线告诉在他们照管下
的年轻男女。当年轻的基督徒开始要去得到或赢取将来可能成为他配偶的人，他们必须一同定下一些重要界
线，也同意彼此都守着这些界线。他们的协定应包括在以下四方面定下明确的界线，他们也必须一同选择在双
方关系中彼此都要持守的准则。他们应当一同讨论以下的问题，并找出答案。
（1）时间。你们何时相会？你们多久相会一次？你们每次相会的时间有多长？你们应该何时结束相会？
（2）地点。你们在哪里相会？你们可以到哪些地方相会？你们不可以到哪些地方相会？
（3）活动。你们相会时做什么？你们相会时不可做什么？要知道神正在察看你们所做的一切。
（4）身体接触。所谓的“安全性行为” （使用避孕用品） 根本并不安全！“安全性行为”对身体来说通常
都不安全，对属灵生命来说则绝对不安全！圣经命令我们婚前要禁欲（来十三：4）。人们应当顺服神，无
论在任何情况下，婚前都不可发生性关系。男女双方应当一同定下彼此关系中一些明确的准则，这些准则必
须基于圣经。男女双方应当一起回答以下的问题。根据神在圣经中所定的标准，我们可以有哪一类身体接
触？我们不可以有哪一类身体接触？哪一类身体接触虽然是圣经许可的，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可接受
的？哪一类接触能彼此建立？哪一类接触虽然是圣经许可的，但是对别人没有帮助？
结论。基督徒与异性建立关系的方式，与非基督徒所采用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圣经命令基督徒男女要用圣
洁、尊贵的方式去与异性建立关系，而不要像非基督徒那样利用情欲的手段。
凡弃绝神命令的人，都是弃绝神（第 8 节）！
四：6

问题 6. 谁是不可欺负的弟兄？
笔记。 当一个男人做了神所禁止的事，以不圣洁、不尊贵的方式与女人建立关系，或以非基督徒经常采用的
方式那样，藉着情欲得到她，他总会欺负了他的“弟兄”。
那被欺负的弟兄可能是︰
•

女方的父亲

•

女方的兄弟

•

或教会中的弟兄（姊妹）。

•

“弟兄”肯定是女方未来的丈夫！

男方要承担最终的责任，他在与女方的性关系上担当主动的角色。当男人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或利用情欲的手
段得到她，这个男人便欺负了与这个女人有关的男人。他以不正当的手段占了那些兄弟便宜、损害了他们的声
誉，并且剥夺了这个女人的未来丈夫娶处女为妻的权利。圣经不容许这些兄弟采取任何方式去报复，因为报复
只属于神，“神的报应”是人所得到最可怕的报应（罗十二：17-21）。“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的！” （来十：31） ！
当基督徒犯了奸淫，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真心感到懊悔，并且向神认罪。淫乱和犯奸淫的男女只
要归向耶稣基督，真心认罪悔改，都可以得着赦免，重新开始新生活（林前六：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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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帖前四：1-8 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1. 从帖前四：1-8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四：1. 读圣经时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
四：1. 我要作出什么改变才可以活出越来越讨神喜悦的生命？
四：3. 我要做什么去远避淫行呢？
四：4. 我要做什么使我更能守着自己的身体？总不要与任何人“ 调情”！
四：4. 如果我还未结婚，我要如何用圣洁、尊贵的方式去得到妻子呢？
四：5. 我如何可以避免各样与非基督徒生活方式相关的情欲？
四：6. 如果我因淫乱而欺负了一个女人或弟兄，我可以认罪悔改，得着赦免，在与异性的关系上有一个清洁
的新开始。
四：7. 我可以把“神召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句话写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放在桌子上，让我每天都可
以看到。
四：8. 总不要忘记，如果我弃绝神所吩咐有关淫乱和圣洁的命令，我便是弃绝神。
2. 从帖前四：1-8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要学会控制自己的眼睛和思想。我已经与神协定，不带着淫念去看男人或女人，并且每当淫乱的思想进入我
的脑海，我都不可让它任意放纵。
我希望继续教导各处的年轻人，以基督信仰的方式去与异性建立关系是可行的，而且是赢得未来伴侣的最佳方
法。我希望跟那些我可以在他们身上发挥影响力的年轻人一同学习这部分的研经。
第 5 步。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帖前四：1-8 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分成两至三个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世人祷告。

6

准备（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传讲、教导或研习帖前四：1-8 的研经。
2.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徒十五：1 至十八：17 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3. 背诵经文。（3）祷告。约 十五：7。每天复习前五节已背诵的经文。
4.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5. 更新你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经文笔记、研经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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