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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第 8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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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20 分钟）                                                 ［灵修］ 

太二十五：14 至二十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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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二十五：14 至二十八：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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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据］ 

蒙赦免的确据：约壹一：9 

 

A. 动机（背诵经文） 
 

阅读太二十二：23-33，41-46。 

探索和讨论。为什么背诵经文那么重要？ 

笔记。背诵经文能使你识别和驳斥假教导。 
 

B. 默想（一段经文） 

 

 (4) 蒙赦免的确据 

约壹一：9 

  

把以下的背诵经文写在

白板或黑板上，如下：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壹一：9 

  

约壹一：9 

 

1. 我的责任是认罪。  
 

认罪的意思是当神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罪时“同意神”所说的。认罪是同意圣经说什么是罪。认罪是把我们所做

的错误事情告诉神，也告诉神我们忽略了做的正确事情。 
 

2. 神的责任是赦免和洁净我们。  
  

▪ 当神宽恕我们的罪，祂把罪所带来的罪疚和羞愧从我们身上除去。 

耶稣受死，成为了赎罪祭。换句话说，耶稣除去神对我们的罪所发的义怒（罗三：25；诗三十二：5）。在神

眼中，我们不再带着罪疚，也不需要为过去罪恶的生活而感到羞愧。神永远不再记念我们的罪（弥七：18-

19；来八：12），也永远不再为我们过去的罪而责备我们（约五：24）。神赐给我们一个完全公义的地位。祂

欢迎我们进入祂的家（路十五：20-24）。 
 

▪ 当神宽恕我们的罪，祂把罪所带来的后果从我们身上除去。 

这意味着神洁净我们。祂洁净我们的良心（来九：14），也更新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祂赐给我们一个公义的生

活方式。 
 

▪ 当神宽恕我们的罪，祂把罪的权势（支配）从我们身上除去。 

神使我们摆脱罪恶的习惯，不再作罪的奴仆，好使我们可以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罗六：6，

13，19）。 
 

3. 神是信实和公义的。 
 

▪ 神是公义的（义和圣洁），所以祂能够赎罪，也因此能够赦免所有的罪。 

▪ 神是信实的，所以祂已经赎罪，也因此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神在约壹一：9 作了应许，祂不会说谎

（民二十三：19）。你可以百分百肯定神必实现祂的应许！ 

▪ 每次当你犯罪，你要立即向神认罪，祂必会赦免和洁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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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背诵经文及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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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赦免的确据：约壹一：9。 

3. 复习。二人一组，复习头两节背诵经文。 

 

4 研经（70 分钟）                                         ﹝关于生命的问题﹞ 

我为什么活在世上？弗四：17 至五：17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弗四：17 至五：17。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弗四：17 至五：17。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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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 1. 明白神的旨意的重要性。  
 

弗四：30 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弗五：10 说：“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弗五：17 说：“要

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事实上，主耶稣对于我每天如何生活非常感兴趣。我每天的生活方式可以使祂担忧或不

喜悦。如果我说谎、没有控制自己的怒气、偷窃、打架或诽谤，主的灵便感到非常难过。这样，主耶稣不喜悦

我的生活方式。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必定如此。当我说真话、控制自己的脾气、作工和分享、饶恕人、造就人，

主的灵便感到喜乐。主喜悦我的生活方式。因此，圣经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越是明白主在我生命

中的旨意，我越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因此，对于“我为什么活在世上？”这一个问题，我认为答案应该

是：“我活在世上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 
 

探索 2. 我的生活方式（行为）的重要性。  
 

以弗所书在原文中使用了‘行’这个字七次，意思是‘行为’或‘日常生活’。 

• 弗二：2 说我们未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死的，因为我们行在罪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撒

旦。 

• 弗二：10 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必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 弗四：1 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 弗四：17 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非基督徒）存虚妄的心行事。” 

• 弗五：2 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 弗五：8 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 以及弗五：15 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事实上，神很清楚地告诉我应该如何生活。祂确实告诉我在日常生活应该如何“行事”。 

难怪使徒行传说基督徒是“信奉这道的人”（徒九：2）。 
 

对于“我为什么活在世上？”这一个问题，答案应该是：“我活在世上是要过着神吩咐我去过的生活。”神清

楚告诉我不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也清楚告诉我应该如何生活。我活在世上是为了讨神喜悦。作者保罗在另一封

书信这么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林前十：31）。人被造，并且被安置在

地上，是为了讨神喜悦和荣耀神。当人选择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神便感到欣喜。但是当人选择以自己

的方式去生活，神便感到悲伤，并且会惩罚他们，将他们从祂国里挑出来（太十三：41-42）。世俗的口号如

“怎么都行”和“想做就做！”其实都是大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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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弗四：17 至五：17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1               第 8 课：我为什么活在世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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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7 

问题 1. “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是什么意思？ 
 

笔记。这里的“外邦人”是指那些还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外邦人为了得到幸福所作的一切努力最终

只会带来失望。他们的生命是一连串永远无法实现的期待。他们追求，却不会实现。他们开花，却不会结果。

他们活着没有任何持久的果效。他们经历传道者在人生所经历的：“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眼看，看

不饱；耳听，听不足……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

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一：7-8；二：10-11）。没有神的人所想的一切

都不会带来满足。 
 

 

四：18 

问题 2. 为什么圣经说外邦人“无知”是由于他们心里刚硬？ 
 

笔记。在创世的时候，每个人对永活神都有认识。由于人犯罪堕落，人开始渐渐忘记神，过着与神隔绝的生

活。神透过以诺和挪亚向人说话，他们却硬着心。 

当人继续行恶，神便弃绝他们，让他们承受犯罪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外邦人对神硬着心，所以神任凭他们的心

变得刚硬。神使那些对祂硬着心的人变得刚硬。外邦人存心让自己的心变得刚硬。外邦人不想去思想有关神的

事。因此，神使他们瞎了眼，不明白永活神的事。他们甚至盲目得不知道自己其实瞎了眼（约九：40-41）！

人坚持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过着没有永活神的生活。他们对神“无知”。他们对永活

神一无所知。 
 

 

四：22-24 

问题 3. 你如何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 
 

笔记。这两个动词不是表示一个过程，而是我归信基督（重生）时一次便完成的行动。当我起初相信耶稣基督

时，我一次过脱去旧人，也一次过穿上新人。我的旧人就是我对神的无知和我旧有的生活方式。我的新人就是

我对神的旨意的认识和讨神喜悦的生活。现在我的新人就是我的身分：“我在耶稣基督里”，从此不再孤单。

“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三：3）。 
 

但这个一次过的新开始必须导向一个终生的过程，我在这个过程中透过认罪而脱去我的罪，并且穿上基督的特

质。有什么具体的罪我必须弃绝呢？圣经说，我必须具体地弃绝说谎、忿怒、偷窃、嚷闹、诽谤、淫乱、贪婪

和一切的恶毒。有什么具体的义行我必须穿上呢？圣经说，我必须具体地穿上说实话、控制自己的忿怒、工作

和与人分享、恩慈、怜悯、饶恕的心、仁爱、感恩、对神的旨意的认识、生活的智慧。 
 

 

四：26 

问题 4. “生气却不要犯罪”是什么意思？  
 

笔记。有些人认为这是指基督徒可以永远不生气。他们说所有的忿怒都是罪。另外，有些人认为这是指你可以

生气，因为生气与罪无关。这两种观点都是错的。 
 

圣经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生气本身并不是罪恶的，因为神也会生气。神的

忿怒是对各种邪恶的事所发出公义的忿怒。基督徒也可以对别人的邪恶言行发出公义的忿怒。这种忿怒称为义
怒。义怒只是针对事情所涉及的人和问题，而且是以既友善又有节制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表达出来。神（罗一：

18；二：5-6；来十二：6）和耶稣基督（太二十一：12；约二：15-16）以暂时的惩罚或审判来表达自己的义

怒。 
 

但很多时候，人生气时都不只是针对事情所涉及的人和问题，我们无法控制怒气，而且以不友善的方式说话。

所以我们犯罪。当人怀着敌意或怨恨向做错事的人表达忿怒，或者以侮辱性的语言或暴力行为来表达忿怒，那

就是有罪的忿怒了。要爱罪人同时又厌恶他的罪，这需要从神而来极大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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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6 

问题 5. “不可含怒到日落” 是什么意思？ 
 

笔记。在圣经中，“日落”通常是指“一天的结束”。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对别人生气。他们不能饶恕别人，而

且仍然怀着苦毒。他们多年来都记着别人对他们所有得罪之处。他们批评那些人，尤其是诋毁他们。 

圣经说，基督徒不应该生气超过一天的结束！他睡觉之前必须与人和好，要有怜悯的心，饶恕别人的过错。 
 

 

四：27 

问题 6. 我们如何给魔鬼留地步？ 
 

笔记。圣经把弗四：26 和 27 连在一起。“ 给魔鬼留地步”是指给魔鬼有机会进入我生命中的一些领域（注

意：不是进入我的身体），并且造成伤害。当我生气的时候，我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不要给魔鬼有机会把我的

忿怒变成怨恨、仇恨、不饶恕的心，甚至暴力行为。因此，我必须学会快快地饶恕别人。因此，弗四：32 说

我要饶恕得罪我的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一样。 
 

弗六：11 还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会利用各种诡计使我犯罪。他可

以把我的忿怒变成侮辱性的语言或暴力行为。他可以把我的贪婪变成欺骗或偷窃。他也可以利用我的恐惧使我

说谎。因此，雅四：7 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四：29 

问题 7. 你如何说造就人的好话？ 
 

笔记。箴言教导我如何说对人有帮助的话。我应该先思量才回答。我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回答。我应该回答柔和
（箴十五：28，23，1）。弗四：15 说：“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因此，说话有两

个重要原则，就是“诚实话”和“爱”。弗四：29 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

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因此，说话的另一个原则是“造就人”。 
 

总结上述三个重要原则。我说话之前应该问自己三个重要问题： 

• “那是真话吗？”如果那不是真话，我就应该保持沉默。 

• “那是造就人的话吗？” 即使那是真话，但若不会造就人，我就应该保持沉默。 

• “那是爱吗？”即使那既是真话又能造就人，但是我若不能用爱心说出来，我就应该保持沉默。 
 

  

五：7 

问题 8. 基督徒不应该与哪一类人同伙？ 
 

笔记。基督徒生活在一个邪恶和破碎的世界，却不属于这个邪恶和破碎的世界（约十七：11，16）。基督徒应

当让自己的光照在非基督徒面前（太五：14-16）。 

但基督徒不可以与非基督徒同伙去作暗昧无益的事（弗五：11），也不要与悖逆的基督徒同伙！阅读林前五：

9-13。 
 

 

问题 9. 你认为弗四：17 至五：17 这段经文对你的生命有什么重要性？ 
 

笔记。弗四：17 至五：17 告诉我为什么我活在世上。我要在地上活出神想要我活出的生命。这新生命是按照

神的旨意而活的生命，既讨神喜悦，又荣耀神。神呼召我去进入的新生命（弗四：1）与外邦人的生命截然不

同（弗四：17；二：2）。这新生命不断脱去旧有的罪，并且穿上新的义。这新生命的特征包括：真理、仁

义、圣洁（弗四：22-24）、爱心（弗五：2）、光明（弗五：8）和智慧（弗五：15）。弗四：17 至五：17 教

导我如何活出有意义的生命，并且活在世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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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四：17 至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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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弗四：17 至五：17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四：17-19.  思想一下我身边的外邦人的生活（行事）方式。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去生活（行事）。 

四：24. 思想一下真理、仁义和圣洁可以如何在我生命中渐渐变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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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5. 弃绝一切的谎言。只说实话。 

四：26. 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睡觉前就不再生气。 

四：27. 要警醒，免得给魔鬼在我生命中留地步。 

四：28. 靠亲手工作赚取收入。 

四：28. 与一些有需要的人分享我所有的。 

四：29. 要说造就人的话。 

四：30. 要保持敏锐，不要叫圣灵担忧。 

四：31. 除掉一切的邪恶和恶毒。 

四：32. 要赶快饶恕得罪我的人。 

五：1. 要更加认识神，并且效法祂。 

五：2. 学习如何以基督徒的身分去爱。 

五：3-7. 避免那些说淫词妄语的人。避免那些悖逆的基督徒。 

五：8-14. 揭露自己生命中的暗昧，也指出弟兄们生命中的暗昧。 

五：15-17. 按主的旨意行事，学习做智慧人。 
 

2. 从弗四：17 至五：17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希望过一种让自己意识到神与我同在和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我特别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并且在一天结

束之前便与得罪我的人和好。 
 

我也希望以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特别要脱去某一个坏习惯，并穿上新习惯。然后我要不断操练，直

到神把这个新习惯坚立我的生命中。 
 

第 5 步。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弗四：17 至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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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十五：30，西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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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去实践其中一个可能的应用。 

2.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约一：1 至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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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4）蒙赦免的确据：约壹一：9。 

每天都复习前三节已背诵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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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