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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第 25 课 
 

1 祷告 

 

 

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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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20 分钟）               [神的特征] 

     神是无限的 

 

定义。 

“敬拜”是甚么？“敬拜”是：  

• 一种敬畏、崇敬、顺服和奉献给神的态度， 

• 是以各种祷告方式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表达出来的。 
 

我们必须认识“圣经中的神”才能敬拜神。  

我们在每次敬拜都会学习神的其中一个特征（属性），我们因这属性敬拜祂。 
 

默想。 

敬拜是称颂和赞美神。 

主题：圣经的神是无限的。 
 

1. 神不受时间限制，但神在时间里彰显自己。  
 

阅读诗九十：4。创造整个宇宙的“时间”是属灵的性质，不能以人的时间框架来表述，因为我们人类理解的

“时间”，是神在第四天创造的日夜，即神创造的二十四小时为一天，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创一：14）。神

于“太初”创造了宇宙的天体和地球（创一：1-2），即在祂于“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之前（创二：

1），及在祂创造二十四小时为一天之前（创一：14）。“神创造的一天”（创一：5）不能以人的时间框架来

表述。  
 

然而，神创造的普通一天，长度限于二十四小时，普通一年的长度约三百六十五日。神不会受自己的创造限

制，因此不受自己创造的“时间”限制。祂不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框架限制，也不受人类历史限制。神

能够使时间加快或推延时间，也能够回到过去，或去到未来。  
 

在人类的历史，神高于人类的时间框架。祂拥有完全的权能，知道并掌管人类历史的事件。但尽管神高于人类

受造的时间框架，不受其限制，祂却在人类受造的时间框架内彰显自己！神除了拥有神性，还透过拥有人性，

进入人类的时间框架和历史之中。这是惟一方法神能完全向受造的人彰显自己（加四：4；约壹一：1）。      
 

2. 神的思想无可测度，但人可以明白神的说话。 
 

阅读赛五十五：8-9；申二十九：29。神有许多未向人显明的意念和计划。神对于如何创造这个宇宙、邪恶的

起源、为何容许人犯罪堕落、以及有关救恩和对人审判的许多意念均没有向人显明出来。神对自己某方面的意

念：祂的神性和在人类历史中的救赎计划也没有向人显明。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和祂在人生中作工的方式并没

有向人显明。这些意念属于“神隐藏的事情或奥秘”（和合本称作隐秘的事），即这些事属于神永恒的决定，

人总不能理解和质疑。隐藏的事情或奥秘只属于神，举例说，神从不会说明祂为何特定为我们安排了现时的父

母，让我们出生和成长，生活于世上，为何赐予我们特定的外表、情感和智能。然而，这一切没有说明的事情

正好符合祂对我们人生的永恒、主权和完美的计划！  
 

不过神也向人显明了许多事情！神就祂的本性和个性、人堕落的天性、及在人类历史中祂的救赎计划等多方面

均显明出来。这一切事情属于“明显的事”，而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我们能明白这些事，也

应该明白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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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有无限的大能。 
 

阅读耶三十二：17、27。神以权能创造整个宇宙！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人的问题、无能和缺憾（身体、精神、

情绪、社交等）及挫折或不幸从不会阻碍神的计划！这些软弱永不会限制或废去神的旨意！它们可能是我们的

困难，但从来不会是神的障碍！“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一：37）！神在宇宙中是全能的，

随己意而行，祂的意念和计划全都能实现。“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

意，必照样成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意，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赛十四：24、

27）！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祂儿女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经过祂神性的默许！  
 

4. 神的知识无限。 
 

阅读诗一百三十九：1-4。神看见一切，知道一切！祂看见有形和无形的事物，看见外在和内在的事物，看见

身体、精神、情绪和属灵的实况。“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 的主

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四：13）。神知道我们梦想、思想、感觉、说话和所作的一切事情，知道我们

一切的动机和态度。因此，我们的生命可以赤露敞开，坦然无惧。  
 

5. 神的同在不受限制。 
 

阅读诗一百三十九：7-12。神是个灵，不受肉身或地上任何所在限制。祂在宇宙每个角落，超出了宇宙所限。

没有人能向神躲藏，逃往一个没有神的地方。 
 

总结。虽然没有人可以测透神的本质及性情、祂完美的属性和祂的同在、祂的计划和旨意，但是人可以按着神

在圣经中、在耶稣基督里显明祂自己的程度去认识神和知道祂的心意、说话和作为。  
 

敬拜。 

敬拜神无限的属性，三人一组，在小组里敬拜神。 

 

3 分享（20 分钟）                                    ［灵修］ 

创一：1 至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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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1 至四：26）学到什么。聆听别人的

分享，认真看待和接纳他们。不要讨论别人的分享。  

 

4 讲授（70 分钟）                               ［灵修］  

提问方法 
 

简介。当你抽时间与耶稣基督相交，将会经历神为你计划的奇妙祝福。每日灵修是基督徒可以建立的最重要属

灵操练。  

• 在手册 1 中，我们学会了“选读经文或默想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  

• 在手册 3 中，我们将学会灵修的第二种方法：“灵修的提问方法”。 

请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法。  
 

A. 与神（耶稣基督）每日相交的动机（灵修） 
 

你透过恒常（每日）灵修与耶稣基督相交。  
 

1. 与耶稣基督开始相交。 
 

阅读 约六：27-29；约八：24。 

与耶稣基督的相交由相信祂开始。不相信耶稣基督，便不会得救！没有信心，便无法与耶稣基督相交。因此，

惟有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让祂进入内心和生命，才可能开始每日与耶稣基督相交。  
 

2. 与耶稣基督相交的原因。  
 

探索和讨论。为何与耶稣基督的相交对基督徒是不可或缺的？ 
 

(1) 为了经历神的恩典和真理，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一：16-17。耶稣基督带来恩典和真理。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为我们带来这些恩典和真理。若认为基督徒

必须遵守数以百计的律法和规则（行为守则）才能讨神喜悦，这是不正确的。这种基督信仰繁重（参看太十

一：28）而不可能做到。耶稣基督藉着受死和复活赐下了恩典。恩典宽恕罪，使我们有能力遵从神。此外，我

们可以认识神关乎人、罪、救恩和如何生活的真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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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16）因此，每日与耶稣基督相交使我们可以领受恩典，而且恩上加恩，就像海浪一波波涌上沙滩。你

不愿错过神这份恩典吧！ 
 

(2) 为了认识我们自己，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二：25。我们以为认识自己，但事实不是这样。惟有耶稣基督完全认识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帮助我们

认识自己的本相。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软弱和潜能，当我们与祂相交时，祂帮助我们建立个

性和品格。  
 

(3) 为了经历接纳，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六：37。与耶稣基督相交带来接纳。所有人均有三种情感上的需要，包括被接纳、安全感和生命意义。

人的第一个情感需要是被接纳。我们在软弱和陋习下，与耶稣基督相交使我们感到被接纳，知道有人渴想我

们，爱我们，需要我们！  
 

(4) 为了领受神的指引，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八：12。当我们行在耶稣基督的光中，就会学懂仰望神，看见神要我们行走的道路，理解神想我们作出

的选择和决定。我们会知道神想我们成为怎样的人，祂想我们做甚么。  
 

(5) 为了经历真正的自由，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八：31-32。与耶稣基督相交使我们整个人得以自由。我们可以摆脱愚昧和假教导，远离罪恶的思想、

动机、态度、习惯和关系，得着自由。与耶稣基督相交使我们脱离一切的枷锁（或奴役）！ 
 

(6) 为了经历安全感，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十：27-28。与耶稣基督相交带来安全感。人的第二种情感需要是安全感，没有环境或任何人可以使我

们离开神。一切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均有祂的旨意（罗八：28）。“没有甚么，也没有人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

绝”（罗八：37-39）！ 
 

(7) 为了经历神的爱和亲密，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十四：21、23。与耶稣基督相交使我们经历神的爱和亲密。我们会经历祂的忍耐、慈爱和信实。祂会鼓

励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经历祂的同在。  
 

(8) 为了经历生命意义，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十五：5。与耶稣基督相交使我们多结果子。人的第三种情感需要是生命意义。我们若没有与耶稣基督

相交，就没有真正而长久的影响力，对人生没有甚么贡献。“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长久的意

义）。”与耶稣基督相交为我们和别人的生命不断带来意义。我们经历耶稣基督使用我们来影响别人和事件的

进展。我们为永恒结出果子。  
 

(9) 为了经历真正的友谊，与耶稣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阅读约十五：14-15。与耶稣基督相交使我们与祂和其他人建立重要的友谊。在这段友谊里，基督采取主动，

为我们作出各种牺牲。祂总是提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出顺服的生命。祂与我们分享最深的思想。  
 

总结。与耶稣基督每日相交，特别是灵修，使我们经历神为我们计划的美妙祝福（弗一：3）。  
 

B. 方法（灵修的提问方法） 
 

抽一段特别的时间与神相交，特别是透过圣经和祷告，有时这种相交称为“灵修”。灵修的“提问”方法同样

有五个步骤： 
 

步骤 1. 向神祷告。 
 

透过有意识地进入神的同在来开始与神相交的时刻。求神藉着圣经和内住的圣灵亲自对你说话。求神藉着默想

祂的话语更新你的生命，使你刚强。  
 

作简短的祷告，有助你的思想向着神。例如，你可祷告说：“主啊，求祢向我显明祢自己，指教我遵行你的旨

意，指引我当行的路。”（诗一百四十三：8、10）。或者“主啊，求祢使我今日听见祢的话。”（来三：

15）。或者“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一百一十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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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阅读圣经。 
 

每天阅读一段经文、或半章或整章经文。你可以使用读经计划（参阅手册 1 的附录 2）。每个 “空中门训”课

堂的结尾都列出为下次聚会做的准备，包括三章半经文，作为下次聚会之前灵修的经文，旨在让门训小组

（“空中门训＂小组）的每位组员在每天灵修中阅读相同的经文。你也可能喜欢使用“标记圣经方法”（参阅

手册 1 的附录 3）。 
  

基督徒小组可以每天聚会，以小组形式进行灵修。这能帮助每个组员每天与耶稣相交。在一些国家，基督徒小

组大清早便聚会，一同灵修、读经和祷告！ 
 

步骤 3. 选择问题。 
 

从你想学习更多的主题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问题。 

使用以下一个或多个问题： 
 

问题 1. 认识神。  

我从圣经中对神（基督或圣灵）有何认识？祂是怎样的？祂说过甚么？祂做了甚么？祂现在对我说甚么？祂现

在在我生命中有何工作？例如保罗于徒二十二：8、10 的两条问题：“主阿，你是谁？”“我当作甚么？” 
 

问题 2. 认识人。  

我从圣经中对人有何认识？人是怎样的？他们说了甚么？他们做了甚么？他们的动机、态度、渴望、习惯、技

能、成就和过犯是甚么？  
 

问题 3. 认识自己。  

我从圣经中对自己有何认识？我来自哪里？我是谁？我为何在这里？我会去哪里？我思想和相信甚么？我做了

甚么，忽略了甚么事情？我可以成为怎样的人？我如何有影响力？ 
 

问题 4. 改变。 

神想我知道或相信甚么？神想我成为怎样的人，或做甚么的事？神或神的话语要求我有何回应？  
 

你可以设计自己的问题。例如： 
 

问题 5. 评估。  

我现在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到甚么地步？我希望与祂的关系能到甚么地步？  
 

问题 6. 理解。 

有甚么是我不明白而要请教组员的？ 
 

问题 7. 感受和情绪。  

我读经时有何感受？这使我恐惧还是给予我盼望？使我不舒服还是给我鼓励？ 
 

问题 8. 事工。  

耶稣如何与人建立关系？耶稣如何服事人？耶稣如何教导、操练和装备人？耶稣如何回答别人的提问？耶稣如

何回应压迫、困难和挑战？ 
 

问题 9. 关系。 

我应如何与其他基督徒、其他群体和宗派建立关系？我应如何回应假先知和假教师？我应如何应对罪恶的人？

我应如何对待贫穷的、受压迫的和残疾的？  
 

问题 10. 建立品格。  

我应建立甚么美德或基督徒品格？  
 

步骤 4. 默想你的领受。 
 

默想你的领受，因为你想明白真理，从中得着新的力量，并且实行出来。 
 

基督徒默想有别于其他宗教的默想。基督徒默想有以下四个部分：思想、祷告、应用和记录。 
 

(1) 思想。 

你默想，因为你想明白神的说话。因此你思想重要字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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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祷告。 

你想知道神对你说了甚么。因此你在心中轻声祷告，求问神祂想对你说甚么，求祂向你解释真理，显明真理在

你生命中的作用，在祷告中与神讨论真理，期望在灵里听见神的声音。  
 

(3) 连系。  

你想实践真理。因此你将真理连系至个人生命中，以及你生活的世界。  

问自己类似的问题：“根据这真理，我需要甚么？”“甚么真理更新和坚立我？”  

“神想我知道和相信甚么，成为怎样的人，做甚么事情？”简言之，“神要求我有何回应？” 
 

(4) 写下 

你想记下和表明真理。因此你将默想中最重要的思想写下，记在笔记本上。  
 

步骤 5. 为你的答案祷告。 
 

为你默想中最重要的思想祷告。记着，“祷告”是回应神对你说的话。 
 

C. 灵修生活的实用建议 
 

1. 每天习惯。  
 

• 每天抽时间灵修──独自或与另一个人或小组。 

• 清晨、下午或晚上灵修，选最适合你的时间。 

• 使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方法或提问方法。 

• 同时使用读经计划和标记圣经方法。 
 

2. 将你的领受记录在灵修笔记。 
 

记录你的笔记如下：  

• 日期。 

• 你在灵修中所读的经文章节。 

• 你思想的一条或多条问题。  

• 在默想中所有重要而你又想记下、实践和分享的领受和思想。 
 

整理和记录你的思想有助你厘清、记下和传递神的真理。阅读你的笔记有助你发现神如何带领你。  
 

3. 在小组里分享你其中一次的灵修得着。 
 

在门徒训练小组的聚会中，分享过去一星期或十四天内其中一次的灵修得着。请在赴会之前选定你要分享的灵

修得着。你当然可以读出你所写下的笔记。 

 
 

4. 与小组一同灵修。 
 

与小组一同灵修，使用提问方法，共同决定你会使用甚么问题，彼此分享领受，彼此祷告。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一至两句），为你今天所学的教导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导回应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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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使人作门徒。在小组内实践：从圣经中选取一篇经文，例如  

    诗三十四，并设计自己的问题。与另一个人或一组人传讲、教导或研读灵修“提问方法”的教导。 

2. 与神相交。在旧约中，我们只选取重要的章节灵修。  

    每天在灵修中从创六：1 至九：28 阅读半章经文。 

    使用灵修的提问方法，写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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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创一：24 至二：25。主题：教会的文化任务。 

    使用研经的五个步骤，写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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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敬拜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