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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第 38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引导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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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20 分钟）                                                    ［灵修］ 

书五：13 – 八：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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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五：13 至八：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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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训练］ 

(1) 罗十二：1-2 

 

第四个要背诵的经文系列（D）是关于“使人作门徒” 。要背诵的五节经文如下： 

(1) 主权。罗十二：1-2。 

(2) 舍己。路九：23。 

(3) 服事。 可十：45。 

(4) 捐献。林后九：6-7。 

(5) 使人作门徒。太二十八：19-20。 

A. 默想 

 

阅读罗十二：1-2；罗六：13，19。“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

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

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

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 

 

(1) 主权 

罗十二：1-2 

 

把以下的背诵经文写在白板或

黑板上，如下：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

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

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十二：1-2 

然后在卡片背后写下参考经

文。 

 

1. 献祭的基础。 

 

经文这样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这指到前面罗马书一至十一章所写的全部内容。基督徒

可以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因为神首先将祂独一的儿子献上，叫基督徒得益处！神总是首先给基督徒委身

的能力，然后才要求基督徒作出委身！神首先为我们的好处献上基督，然后才叫我们为祂的缘故献上自己。 

 

2.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 

 

我们的身体。在这里，我们的“身体”不单单指我们的肉身，而是指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灵魂”及个性，

并我们的“身体”及其所有肢体，身体能够让灵魂表达出它的功能。我们身上的肢体只是我们实践神旨意的工

具。在今生，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合而为一，不能分离。我们的“灵魂”是生命的气息，赋予我们生命。特别对

于我们的身体和在地上的生命而言，灵魂是人性中的非物质和不可见的元素。特别对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来说，

“灵魂” 同样是我们人性中的非物质和不可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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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在旧约时期，人们献上的祭物是“特意宰杀的牲畜”。用动物献祭是新约“实体”的“预表”或“影

儿”，这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舍命代赎，从此人就不需要用动物献祭了（来九：11-14；来十：1-4）。在新约时

期，基督徒应当献上的“祭”，是“刻意地用全身心灵去为基督而活”（西一：16）！ 

 

在旧约时期，以色列人要在圣殿敬拜或节期期间，定期献上祭物。然而，在新约时期，基督徒一次并永远地1

献上他们的肢体，不再2作不义的器具献给罪，却是将肢体作为义的器具，一次并永远地3献上给神（罗六：

13，19）。神希望基督徒持续地为祂而活。 

 

然而，只有当我们拥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才能将活的生命献给神。我们的旧本性（旧我）不想死，却想享受

罪，满足罪的自私欲望。罪想“吃喝快乐”，因为明天要死了（林前十五：32）。罪想从生命里压榨出每一滴

快乐。我们的旧我想为自己而活，有时甚至不顾后果，以致沉溺上瘾、狂热放纵，或诉诸恐怖主义。 

 

当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里，我们的旧我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而且应该一直被钉在十字架上。耶

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为我们重造一个新的本性（新我），我们就经历“重生”。这个新我有耶稣基督的

态度，渴望活出无私的生命，服事耶稣基督和其他人。 

 

圣洁的祭。“圣洁”一词的意思是：从错误（邪恶）中“分别出来”，并且“奉献”给美善的事物（神）。圣

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恨恶各种形式的罪，并委身过在神眼中无可指责的生活。“圣洁”可见于神自己的

所有属性中。例如，神的爱是圣洁的——绝对符合道德、纯洁和公正；神的公义也是圣洁的——绝对公平，没

有偏私，没有任何形式的不义。同样地，神的真实、怜悯、信实和所有其他属性都是完全“圣洁”的。神渴望

我们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靠着圣灵，基督徒能够过公义和“圣洁”的生活。 

 

神所喜悦的祭。“神所喜悦的”意思是，神接纳人献上这样的祭。这样的祭让神欢喜。基督徒无论到哪里，都

应该问自己：“神喜悦这个地方吗？神喜欢我跟这些人在一起吗？”“耶稣基督在这个处境会怎样做？”基督

徒常常阅读、查考圣经，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 

 

理所当然的事奉（或译：属灵的敬拜或事奉）。“属灵的”（希腊文：logiké）意思是：在神眼中是正确的、

美好的、恰当的。因此，当基督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的、是圣洁的和神所喜悦的祭，这样，基督徒在神眼中

就是真正“属灵的”！那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属灵生命。当一个基督徒情绪化或异常兴奋，他不是属灵的；但是

当他为基督而活，他就是属灵的。基督徒不只是在参加主日崇拜时才是属灵的，而是当他周间的每一天都为基

督而活时，他是属灵的。 

 

3.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容让自己被这个邪恶世代的模式所模塑、被改造成他们的模样或形状。真正的基督徒

会避开邪恶的影响，包括：无神论哲学、假宗教、不道德的性行为、狐朋狗友、腐败的讨论、色情杂志、有道

德问题的活动、诱惑人的衣着、极端的政治思想、尝试吸食毒品、极限运动，等等。真正的基督徒会拒绝所有

邪恶的影响。明智的基督徒不会效法那些决定现代时尚的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他们不会疯狂地追逐世上偶像

的音乐、歌曲和舞蹈。他们不会向同辈施加的社会压力让步。他们不会容许这世界的邪恶引诱、这时代的精神

或同代人的朋辈压力去模塑他们，使他们被改变成这世界的模样。他们不说激进的语言或粗言秽语，不读色情

书刊，不听不良的音乐，不看淫亵的电视节目，也不浏览该类网站。他们不穿诱惑人的衣着，不以打扮来隐藏

真正的自己。他们不会在公众地方抽烟，不在街道上乱抛垃圾，也会好好看管自己的狗只，不让狗只影响或伤

害他人。基督徒不再参与有道德问题的活动，并与世俗的朋友保持适当的距离。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贴近神的心意。致力不断地更新你的心意。效法由跟随人们外表的装束和行为开始，更新
（改变）则始于使自己内在的思想、信念、确信、动机和态度，都遵从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旨意。当我们顺服并

配合神的话语和神的灵，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了。当你内在的心意改变，开始由外在的行为显示出来，

这种生活方式就讨神喜悦了。 

 

                                                           
1 希腊文：（不定式，不定过去时态）：使一次并永远地可用。 
2 希腊文：（不定式，现在时态）：使持续地可用。  
3 希腊文：（不定式，不定过去时态）：使一次并永远地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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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察验（证明）神的旨意的条件。 
 

察验和证明神的旨意有五个关键条件：  

• 约十五：5。使自己与神保持个人和亲密的关系。 

• 路六：46-49。顺服神在圣经中启示的至高旨意。 

• 罗八：28。降服于神未启示但在你的（困难）处境中表明的旨意。 

• 罗十二：2。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此，要停止有道德问题的活动，开始做美善的事。 

• 罗十二：1。做决定和选择时要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不是用尽自己的权利，而是寻求别人的益处。不是

为了要取得事业成功而牺牲家庭，而是投资时间心力去建立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偏爱那些给你好处的

宗教人士、有权力和人脉广泛的人，而是进入贫穷人、残疾人和受压迫的人的生活中，帮助他们（路十

四：12-1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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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权。罗十二：1-2。 

3. 复习。二人一组，互相检查对方上次背诵的经文。 

 

4 
研经（70 分钟）                                                 ﹝活在世上﹞ 

(1) 世上的钱财：提前六：3-19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提前六：3-19。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提前六：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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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6 

探索 1.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令人难过的是，有些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认为赚钱和获利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敬

虔”（敬虔的信仰、敬虔的行动、敬虔的敬拜和敬虔的服事）加上知足是更大的益处。因此，怎样结合真正的

敬虔与满足于你所拥有的物质是重要的。 

 
 

六：18-19 

探索 2. 投资在神的国度里。 
 

无论富或贫，都要把金钱投资在神的国度里。我想学习怎样最好地把金钱投资在神的国度里，使我能积蓄财宝

在天上，存在天上的钱不会贬值，也不会被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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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提前六：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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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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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5 

问题 1. 假教师怎样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笔记。在第一世纪，有假教师肆意把圣经的真理与他们自己奇特的想象混杂。他们就着对犹太律例的臆测和虚

构的犹太家谱故事，进行拘泥于细节的争论。他们会随意从创世记或历代志众多家谱中取出一个名字，然后加

盐甜醋地编造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是定期的犹太会堂教导的一部分，后来被记录在称为“哈加达”或“他勒

目”的犹太经典中。这些教师透过他们的假教导大做生意谋利。他们首先展示他们的宗教生活，表现出虔诚的

样子，使很多人注意到他们。然后，他们举办宗教课程，向来听他们教导的人收取高昂的费用。就这样，他们

误用他们所谓的虔诚作为发财的门路。这些虚假的宗教团体向人售卖他们的宗教思想。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类假教师仍然非常活跃。他们到处讲授宗教课程，并期望人们付出高昂的费用去听课。他

们出售他们的宗教课程、书籍、光碟，大赚一笔。世界上另一些虚假的宗教团体，用礼物贿赂人来加入他们的

宗教。例如，他们对人说：“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宗教，我们就会给你一部电视或一份工作。”要小心提防所有

的虚假宗教团体！耶稣基督警告，所有说谎的人都会被丢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二十一：8）！ 

 
 

六：10 

问题 2.  为什么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笔记。钱财本身不是罪恶的根源，人对钱财的贪爱才是各种罪恶的根源！苦毒（不愿意饶恕）是各种罪恶的另

一个根源（来十二：15）。 
 

在圣经中，我们读到贪爱钱财怎样导致许多的罪恶。在可十：21-22，一个年青财主因为爱自己的钱财过于爱

耶稣，所以转离不跟从耶稣。在路十六：19-31，一个财主对躺在他家门前讨饭的穷人拉撒路视而不见，他死

后直接下到地狱受苦，因为他自私、没有怜悯的心肠。在路二十二：1-6，犹大同意为了金钱出卖耶稣，他后

来自杀身亡。在徒五：1-11，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就所卖的田地说谎，结果仆到死亡。在雅五：1-6，有些富足人

为自己积攒钱财，过着奢华、放纵的生活，却不向雇工支付他们当得的工资。他们甚至为了获取金钱而谋杀无

辜的人。雅各警告说，在他们生命终结时，这些人会在地狱中被宰杀。 
 

贪爱钱财引致一些人为了钱而嫁或娶某些人，结果他们陷入很多婚姻问题中。贪爱钱财引致一些商人行欺诈，

行贿、受贿，贪污舞弊。贪爱钱财引致一些政客和银行家说谎，引致财务丑闻出现，甚至为了钱财剥削自己的

国家。 
 

贪爱钱财引致很多人买彩票，参与赌博（去赌场），结果导致赌债累累。贪爱钱财引致一些人为了做生意、打

赢官司、为所属政党赢取选票，或为自己的宗教增加信众，而行贿、受贿。贪爱钱财引致人偷窃、抢劫、谋财

害命。无疑，贪爱钱财是世上各种邪恶的根源！ 

 
 

六：10 

问题 3.  钱财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笔记。 

 

金钱永远不能满足你。传五：10-17 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

足。……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金钱永远不能满足你，也永远不能让你

生活有平安。 

 

金钱可以把神的话语挤出你的生命之外。可四：18-19 教导，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其他各种欲望，可以

把神的话语从你心里挤出去，使你无法结出果子。金钱和财富可能就是神的话语无法影响你生命的原因。 

 

金钱可以使你忽略生命中最优先的事。路十二：13-21 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决定盖更大的仓房来收藏

他的粮食，然后安安乐乐地享受生活。他对自己说：“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

的（过退休生活）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积存）的要

归谁呢？”圣经指出，“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金钱和财富可以使你忽略生命中

最优先的事，就是爱神和爱邻舍。 

 

金钱可以使你变成拜偶像的人。太六：24 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

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财利的意思）。”金钱和财富（即物质主义）可以使你

变成服事金钱、以金钱为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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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贪爱钱财对基督徒有非常坏的影响。稍后我们会看看基督徒可以怎样善用金钱来产生好的影响。 

 
 

六：9 

问题 4.  腐败是什么意思？ 

笔记。 
 

形形式式的腐败。“腐败”就是以不合法的途径来取得金钱和财富，或利用金钱进行不合法的活动。例如，假

如你偷窃或抢劫，你就是腐败了（想一想关于银行业的丑闻）（利十九：11-13）。如果你借了钱不还，你就

是腐败了（想一想不偿还抵押贷款）（诗三十七：21）。假如你扣押或拖欠雇工的工资，你就是腐败了（雅

五：4）。如果你与，譬如说“第三世界”进行“不公平的贸易”，你就是腐败了（申二十五：13-15；箴十

一：1）。假如你用不公正的手法赚钱（想一想赌场、贩毒和卖淫），你就是腐败了（箴十六：8）。透过售卖

彩票、赌博来赚钱，是“不义之财”的一些例子。不义之财毫无价值（箴十：2），甚至使得财者丧失性命

（箴一：19）。如果你行贿或受贿，你就是腐败了（箴十七：8）。假如你用钱买通法官或陪审员，为要使法

庭作出对你有利的判决，或除掉不受你欢迎的对手，你就是腐败了（箴十七：23）。如果你为了做成生意而送

大礼疏通关系，你就是腐败了！假如你向单纯的人送上彩色电视机，为要使他们改变信仰，加入你的宗教，你

就是腐败了！如果你放贷收取高额利息，你就是腐败了（箴二十八：8）。假如你压榨人的金钱，你就是腐败

了（传七：7）。 如果你要求餐厅、店铺、商家给你所谓的“保护费”，你就是腐败了！当他们拒绝支付保护

费，他们的店铺就受到压榨者破坏。假如你走私烟草或毒品，你就是腐败了。如果你作出虚假声明，为没有购

买的东西写收据，你就是腐败了。假如你使用伪造的旅游证件或文凭，你就是腐败了。如果你制造伪钞、伪造

信用卡，你就是腐败了。假如你洗黑钱，你就是腐败了。假如你行网络诈骗，你就是腐败了。如果你避税，你

就是腐败了。诸如此类。 
 

腐败所受的惩罚。神憎恶腐败！神必定惩罚各种形式的欺诈和腐败！行贿、受贿和收受走后门礼物的人将会怎

样呢？圣经警告，每个腐败的人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与罪犯狼狈为奸，令无辜的人多受痛苦，这样的人必

自己堕落，也使自己的家庭、教会、社会和国家衰败！圣经说：“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神）咒诅”

（申二十七：25）。“受贿赂之人的帐棚（住处）必被火烧”（伯十五：34），最后，神必把他丢进地狱的火

里，因为他使其他人犯罪（太十八：7-9）！ 

 
 

六：6-12 

问题 5.  一个普通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 

笔记。 
 

基督徒在任何处境中都应当知足。发财的欲望阻碍、甚至把“虔诚”排除在外。但是，满足于你所拥有的促使

你更加敬虔。基督徒必须意识到，他们出生时没有带什么来这个世界，他们死的时候也不会带走什么。因此，

我们只是十分短暂地拥有这些钱财！相反，基督徒应该思考怎样在这短暂的人生中善用金钱，为叫神的国度得

以扩展（提前六：17-19）！基督徒只要有“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就是有衣有食有宿，就应当十分知足。 

 

基督徒应该逃避对钱财的贪爱。基督徒不再“追随玛门”，不再以金钱为他们的神，而是“跟从神”。他们顺

服神的命令，不再听从金钱的要求。基督徒应该逃避：牵涉假教义的事情、专好问难、争辩言词、嫉妒、纷

争、毁谤、妄疑、腐败、恶毒、不满足，以及对钱财贪得无厌。 

 

基督徒应该追求敬虔。基督徒应该“追逐”（追求、寻求）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等美德

（太六：33）。忍耐是盼望所结的果子（帖前一：3）。信心是积极主动地倚靠神和祂的应许（来十一章）。

信心、爱心、盼望是基督徒的三个重要特征（罗五：2-5；林前十三：13；加五：5-6；弗四：2-5；西一：4-

5；帖前一：3；5:8；来六：10-12）。 

 

基督徒应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持续地4打仗（提前六：12）。“打……仗”一词指任何种类的体育竞赛

（林前九：25；来十二：1）或属灵争战（腓一：30；帖前二：2）。提前六：11 中提到的“信心”指对耶稣

基督和祂应许的主观信靠；而第 12 节中的“真道”原文同样作“信心”，指关于耶稣基督的客观的基督信仰

信息，一次永远地“持定（原文直译作：握住）5永生”。当基督呼召你，祂就握住你。让你永久地信靠圣经

中的神，确保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

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么？”（林后十三：5） 

 

                                                           
4 希腊文：一个命令，现在进行时态。 
5 希腊文：一个命令，不定过去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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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应该在所领受的任务上坚持不懈。在这封信中，提摩太领受的任务是，以符合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作其

他基督徒的榜样，并且尽自己的本分带领会众。基督徒应该切实遵行这些教导，以至于无人可以责怪他们疏忽

职守。 

 
 

六：17-19 

问题 6.  一个富有的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 

 

笔记。基督徒富有并没有错，错的是基督徒渴望发财！基督徒追逐金钱就是错的！基督徒用任何腐败的方式获

取财富都是错的。 
 

当神把许多财物托付给一个基督徒，使他富有，这个基督徒并没有错。富有的基督徒必须知道，神把这一切财

富托付给他，是希望他善用财富来做一些事情！在神的国度里，神给富有的基督徒一项特别的任务。 
 

富有的基督徒不可做的事情。富有的基督徒不可为自己的财富自鸣得意、心高气傲。他们不可倚靠财富，而不

倚靠神。 
 

富有的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富有的基督徒可以享受他们的财富。 
 

富有的基督徒必须做的事情。富有的基督徒必须乐善好施。他们必须乐意并慷慨地分享他们的财富。慈善家

（意为“爱人的人”）也这样做。但是慈善家与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基督徒积攒财宝在天上的神那里。耶稣

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

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六：19-21）。

保罗补充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永生）”（提前六：19）。由

于基督徒把财富投资在神现在和将来的国度里，并投资在存到永恒的真正生命里，他们的目标比慈善家远大得

多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行善和分享财富必须对应神的国度，不单单是为慈善而行善。例如，基督徒可以支援在

贫穷国家的教会，正如马其顿的信徒帮助陷于干旱和饥荒的巴勒斯坦信徒一样。他们可以支援宣教士和各种各

样的宣教项目。这样的事情已经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发生。 

 
 

问题 7.  一个身居高位的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 
 

笔记。但六：3-4 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那时，（其他）总长和总督（他们是不信圣经中的神的）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

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身居高位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应该像但以理那样。 

 

今天，腐败在商人、政府官员和一些宗教里很普遍。这些腐败的人使很多人苦不堪言，而他们自己却变得财雄

势大。另一方面，他们很多人被抓捕，蒙羞受辱。 

 

但以理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但是他敢于与众不同！但以理刚正无邪，显然超乎其他腐败的领袖！他的清

廉正直为他的处境带来很大的困难。其他官员密谋要把他拉下台。他们要禁止但以理敬拜圣经中的神！最后，

他们把但以理丢进狮子坑，被饥饿的狮子群围着。然而，神封住狮子的口，使但以理在整个王国里受到尊敬。 

 

圣经记载这个故事，是要劝勉基督徒商人、法官和其他领袖要敢于不同，要显然超越世上其他领袖。身居高位

的基督徒必须廉洁正直、完全可靠、诚实、克尽厥职！ 
 

敢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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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前六：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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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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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提前六：3-19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六：3。  避开传异教的人，甚至不要接待他们到你家里（约贰 10-11）。 

六：4。  避开总是喜欢争辩言词、争吵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丑化基督徒和圣经。 

六：5。 避开试图利用他们的宗教来赚钱的人（例如，有宗教宣扬成功福音，有宗教贿赂人来加入他

们）。要拒绝他们的刊物、书籍和课程！ 

六：6-8。 当你有衣有食就要知足。 

六：9-11。 避开任何形式对钱财的贪爱！“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

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箴二十三：3-4） 

六：11。 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和盼望。 

六：12。 要为基督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六：14。 忠心持守神给你的使命。 

六：17。 基督徒领袖应该吩咐富有的基督徒，不要因为自己有财有势就自高。 

六：18。 基督徒领袖应该吩咐富有的基督徒，要在好事上富足，与真正贫困的人分享他们的财富。 

六：19。 基督徒领袖应该吩咐富有的基督徒，把财宝投资在天上，把金钱用在神的国度里。 

 

2. 从提前六：3-19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想做个好管家，好好管理神托付给我看管的一切财物。我想特别为自己有衣有食有宿而知足。然后我想把额

外的钱投资在神的国度里。我想帮助支援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家庭，也想支援那些在世界各地宣扬福音、使人作

主的门徒、装备工人、建立教会的人。 

 

作为基督徒，我想与社会上的其他人有所分别。对于金钱，我希望自己清廉正直；对于职责，我希望自己克尽

厥职。无论在任何情况，我都不会行贿、受贿。我只会用绝对诚实的方法来赚钱。我想在好事上富足，乐意与

穷乏的人分享。我想与这个世上的恶人不同，用我的生活方式荣耀神。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提前六：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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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二至三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其他人祈祷。（罗十五：30；西四：12） 

 

6 
备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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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或研习提前六：3-19。 

2.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得一至四章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3. 背诵经文。1）主权：罗十二：1-2。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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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