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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第 43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指引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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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20 分钟）                                            ﹝所表达的态度﹞ 

感谢神 
 

默想 

敬拜是表达你对神的态度。 

主题：感谢神。 

 

阅读诗一百零七：1-9、10-16、17-22。 

神回应祷告，施行神迹，教导我们学习美善和教训。 

让少数人讲述神在其生命中已应允的祷告；神已施行的神迹；或祂教导你的美善或教训。例如： 

• 祂拯救了你的生命 

• 祂赐予你终身伴侣 

• 祂赐予你健康的自尊 

• 祂帮助你饶恕敌人 

 

敬拜。  

就以上其中一方面以一至两句轮流感谢神。 

 

3 分享（20 分钟）                                                     ［灵修］ 

斯二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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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二、三、四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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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讲授（70 分钟）                                                   ［主权］    

寻求神的旨意 
 

“你怎样能经历神对你一生的美好计划？” 

“神的属性与祂对你人生的计划有何关系？” 

“什么指导原则有助你寻求神对你所作决定和选择的旨意？” 

“神给你哪些自由作出某些决定和选择？” 
 

A. 神的旨意或计划与神的属性有关 

1. 神启示的旨意和计划。 
 

弗一：11-12 说：“我们也在他（神）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豫定

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 …… 可以得着称赞。” 

 

作为基督徒，你有特权和责任去寻求祂的旨意，并在你生命中寻求祂的指引（弗五：10、17）。神应许会引导

你（诗三十二：8-9）。祂已将圣经给你，当中祂启示了祂对你的旨意及其指引。圣经是神给你人生的地图和

指南针（诗一百一十九：105）。  

 

神对全世界有一个计划，祂对你人生的计划完全符合此计划。你人生中的具体任务和贡献，都是按照你的个性

量身定做。神创造你，同时为你的人生设计了计划。神会亲自带领你，执行祂对你人生的计划。 

 

但为了寻求和实现神的旨意及对你人生的计划，你必须认识神（圣经中的神）！你越了解神的属性，就越发相

信祂、祂对你人生的旨意和计划（诗一百四十五：8-9；诗二十三：1-6）。你越认识神（在圣经中）的真理，

就越会了解神对你人生的旨意和具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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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隐藏的旨意或计划。 
 

神并没有透露祂对世界或你人生的整个计划。其中一部分计划仍然隐藏（申二十九：29）。因此，你有时无法

理解祂为何允许你人生中的某些困难环境。但你可以相信神隐藏的旨意的目的总是对你最好（罗八：28）。幸

运的是，神彰显了祂许多旨意和计划。祂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与耶稣基督（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毫不犹豫

地信靠和服从祂。 

 

但是神如何向你启示祂的旨意和计划？你如何能够寻求神对你所作决定和选择的旨意？神透过圣经给你指引来

实现这一点。神在圣经中给予具体和一般性指示，指出你如何寻求及遵行祂的旨意。 
 

 B.  圣经中寻求神旨意的三个具体指引 
 

具体指示是什么？ 

神已给了三个具体指示说明你必须做或不该做的事情： 
 

指示 1.                               神在圣经中的命令 

遵守所有适用的命令。  

例如，神命令你孝敬父母（出二十：12）。 
 

指示 2.                               神在圣经中的诫律 

遵守所有适用的诫律。  

例如，神禁止淫乱（出二十：14）。 
 

指示 3.                               神在圣经中的教导 

遵守所有适用的教导。  

例如，神教导你饶恕别人（太六：14-15）。 
 

关于你必须做或不该做的具体指示都必须正确解释（参看手册 3，第 29 课），并且必须遵守。 
 

如果你必须作决定或选择时寻求神指导，你必须首先寻求并遵守神关于这个议题的具体指引。问自己以下问

题：  
 

  知识。神在圣经中关于这个议题的具体指示是什么？  

（诗一百一十九：105；路十：25-26；罗十五：4 上；林前十：6、11；提后三：16-17）。 

解释：圣经中哪些命令、诫律和教导适用？研读圣经并收集所有关于这个议题的经文。总是正确并在其背境之

内解释圣经（提后二：15）。 

 

  态度。不管是什么，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到何等程度？  

（太二十一：28-32；路六：46-49）。 

解释：神希望你不仅听祂说什么，还确实按祂所说的去做。 

 

  顺服。我顺服神在过去已透露给我的指示到何等程度？ 

（箴一：32-33）（阅读箴一：22-33）。 

解释：只要你不顺服神过去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能期望神向你透露祂想教导你的新事物。 

 

  感动。最近圣经中哪个真理（应许）触动我？ 

       在我灵修时什么信息激励我？ （诗一百一十九：130；诗一百四十三：8、10；赛五十：4-5）。 

解释：当你灵修、阅读或研读圣经时，期待神与你说话。注意不要扭曲圣经中神话语的意思，特别是当你应用

时。 
 

C. 圣经中七条关于寻求神旨意的一般指示 

  (1) 一般指示是什么？ 

当圣经中没有就你所探究的主题作出具体指示，那么神给你自由，基于七条一般指示作出明智决定。  
 

圣经中有几条一般指示可帮助你作出明智决定。例如： 

▪ 找出主的旨意。尝试了解什么讨主喜悦（弗五：10）。 

▪ 考虑什么是明智（弗五：15-16）。 

▪ 尽一切努力去做带来和平的事（在关系中），以及造就人的事（罗十四：19）。 

▪ 考虑什么是可行的、有益处的和造就人的（林前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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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圣经中的具体指示，神也给你七条一般指示，以寻求祂的旨意和指引。视这七条指示为灯塔，引导你的船舶

安全驶入港口，也就是说，这有助你作出正确决定。如果你想确定神正在引导你进入一个特定方向，那么这七

个灯塔必须相互一致！ 
 

 (2) 作出明智决定的七条一般指示如下： 
 

指示 1.                            智慧和自由 

根据智慧作出决定。 
 

神透过智慧引导基督徒。智慧的来源是：神的话语（诗一百一十九：97-100）、神的灵（赛十一：2）、祷告

（雅一：5）、谋士（箴十一：14）和研究（运用你的思想）（尼二）。为了作出明智决定，你可就这议题问

自己以下问题： 
 

  什么只是好的，什么是真正更好？（林前七：1、9）。 

 

  什么导致麻烦，什么带来快乐？（林前七：28、40）。 

 

  什么只是可行的，什么是真正有益处和造就人的？（林前十：23）。 

 

  什么只是建议，什么是真正必须？（林前十六：4；林后九：5）。 
 

解释：即使某件事情是好的，得到允许，甚至是建议的，但并不表示别的做法不会更好、更有益处、更造就

人！ 
 

因此，不要只满足于“好”，而是要寻求“最好”！ 
 

神的智慧往往会引导你作出一个可能的选择或决定。但当几种可能性似乎都好，也是有益处和造就人的，甚或

是必要的，那么神给你自由在这些可能性中作出选择。他的主权统治将引导你进入一个正确和明确的方向（箴

十六：33；得二）。 
 

以下例子表明，有时多于一个选项可讨神喜悦，基督徒可从中自由选择。  

▪ 基督徒可自由进食，或只吃素食（罗十四：1-4）。 

▪ 基督徒可自由将所有日子视为同等，或将部分视为特别日子（罗十四：5-6）。 

▪ 基督徒可自由结婚，或维持独身（林前七：8-9、39）。 

▪ 基督徒可自由决定在财务上支持谁，以及给予多少（林后九：6-7）。 

当然，基督徒的自由必然与整体圣经教导相符。 
 

指示 2.                          智者和家长的建议 

只有在考虑别人的建议后才作选择。 
 

神安排智者给你提议。神警告你不要反叛和独断独行（赛三十：1-2 上），好使你能作出明智决定。你可问自

己以下问题： 

 

   灵性成熟和公义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有何建议？聪明的非基督徒建议什么？（箴十五：22）。 

解释：你咨询的建议越多，就有越多的事实可考虑。这些人越了解你、你的情况和有关问题，他们可给予更好

的建议。当问题涉及属灵和道德方面，谋士必须是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没有基督的心（林前二：12-16）。

他们必须在属灵上成熟，因为不成熟的基督徒不能辨别好歹（来五：14）。他们必须敬虔和公义，因为神不聆

听不义的人（彼前三：12）。 

 

  父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当我还年轻？（箴一：8-9）。 

解释：特别是当你仍然年轻，神会使用你的父母来抚养你。但当父母显然违背神的命令，你必须坚决但友善地

拒绝服从他们（太十：37，徒五：29）。 

 

  我以前是否得到建议，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或回避跟从建议？（箴一：25-26；箴十九：20-21）。 

 

指示 3.                                    能力和任务 

作出与你能力和呼召相应的决定或选择。 
 

神创造你，赋予你独特个性，以承担有意义的任务。这使你能按照祂的旨意和计划而活。你的能力和限制都是

出于神，是祂对你的旨意。为了作出明智决定或选择，你可提出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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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赐给我哪些天赋和属灵恩赐，祂希望我如何使用这些能力来实现祂的旨意？（林前十二：4-6）。 

解释：神创造一个特别的你，担当特定的任务。 

 

  我的决定或选择多大程度促进或阻碍我的个性发展或执行（实现）任务？（林后十三：10）。 

解释：你的个性包括以下各方面：基督徒的信念、价值观、情绪和行为。你的任务包括：日常工作、长期和短

期目标、神的呼召和神给你的任务（例如徒二十：24）。你在生活中作的某些决定可能污染你的品格，损害你

的个性，并对你的任务产生负面影响。考虑那些能建立品格、发展个性和促成工作的决定和选择。 

 

你必须立即离开对你有负面影响的关系和活动（诗一：1；箴一：10、15；林后六：14 - 七：1）。寻求那些激

发爱心和善行的关系和活动（来十：24-25）。 

 

  神希望你将哪项活动放在首位，或让你感到这些活动比其他的活动或任务更重要或更迫切？为什么？（太

六：33）  

解释：人生中并非所有事情都同样重要。宁愿为永恒的事物献出最好的时间和精力（参看林后四：18；林后

五：7；西三：1-3）。 

 

指示 4.                            事实和情况 

根据事实而不是情况作决定。 
 

神仍是主宰你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君王（徒十四：16-17；徒十七：26-27）。为了作出明智决定，你可问自己以

下问题： 

 

  我是否尽量收集有关这个议题的事实（信息）？（箴二十五：2；尼二）。 

解释：基督徒必须收集事实，并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上学习美善的事物。例如，如果你必须选择一份工作，

请寻找以下资讯： 

▪ 工作描述、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环境。 

▪ 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权力架构、对谁负责和为谁负责。 

▪ 薪酬、福利、退休金、晋升机会。 

▪ 我将如何受到尊重和赞赏？ 

▪ 我的谋士如何看这份工作？ 

 

  我的情况如何？  

解释：你的情况指引你的方向，是否与神透过另外六个指示给你的指引一致？（林前十六：8-9；腓一：

12）。 

 

  我是否有无亏的良知，没有任意妄为操纵环境？  

解释：当你良知败坏（有罪），你不能指望神会带领你（徒二十四：16）。 

 

  我遇到的障碍是否来自神，为要阻止我（徒十六：6-10）？ 

还是来自撒但，挑战我是否坚持信仰？（帖前二：18）？ 

解释：撒但可以影响你的环境，加以阻止你，但神可以改变你的境况。因此，祈求神让你明白这些障碍如何促

进你更加坚忍，发展你的品格。 

 

指示 5.                                思考和感受 

根据真诚的想法和感受作决定。 
 

神希望你全心全意爱祂（可十二：30）。为了作出明智决定，你可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真正的渴望是什么？我的思想有哪些考虑（想法、思考、动机），以及我的心态（感受）是什么？（代

上二十八：9；诗三十七：4-6）。 

解释：告诉神你真正想要、渴望或感到什么。与神讨论你的动机。找出你的意愿和动机是否符合神的旨意，从

而加强神的旨意，或它们是否试图说服你不遵行神的旨意，而是作一个较差、甚至是错误的决定。 

 

考虑以下事情：追求事业、试图赢得某人青睐、渴望致富、有权势或出名、由于某种不公而气愤。也考虑以下

事情：做一些富有成效、有影响力及能帮助别人信仰成长的事情。哪些愿望和动机是来自神？哪些是试探，使

你作较差或甚至错误的决定或选择？为你的愿望、感受和想法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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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决定或选择多大程度影响涉及的人的生命际遇（例如，妻子和孩子）？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腓二：3-4）。 

解释：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邻舍的利益。 

在神眼中，你的妻子和孩子在你大部分决定或选择中都非常重要（申二十四：5；太十九：5-6；林前九：5；

提前三：2、4-5）。. 

 

  当我正在考虑所有这些指示时，我心里是否经历持久的平安，并越来越相信神正在引导我？（赛三十二：

17）。抑或我内心感到不安、不耐烦、困惑和挣扎？（赛五十七：20-21）。 

 

▪ 这种“平安”是否只是因为你作出决定或选择后疑惑和焦虑的思想和感受消失了？ 

▪ 抑或这种“平安”是即使面对人的疑惑和情绪波动，仍然对神和祂的话语保持稳固的信靠？ 

 

指示 6.                            适当的时间和信心 

不要作过分仓促的决定或选择 
 

神给你足够时间去做你应该做的事（传八：5 下-6 上）。一切都有适当的时间。为了作正确的决定或选择，你

可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的欲望和情绪是否迫使我行动太快？（箴十九：2）。 

解释：别急于作决定或选择。抽时间从事情的不同方面和后果思考，因为你可能出于自私的野心、邪恶的热

心、没有节制、骄傲、复仇或急躁而犯下大错。 

 

  抑或我的欲望和情绪使我在行动前退缩（拖延）太久？我的欲望和感受是否使我无法作出决定或选择，而

我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弗五：15-16；雅一：5-8）。 

解释：如果神已给你答案，不要犹疑不决，并等待天堂再发来另一个“电子邮件”、“短信”或“应用程

序”。等待过于确凿的证据，或出于自私的动机、自我保护、缺乏信心和恐惧的等候，会导致你错过大好机

会。因此，不要拖延。  

 

  我在属灵上是否够成熟，可辨别涉及的重要问题？抑或我应该给予更多时间在属灵上成长，直到我准备好

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来五：14）。 

解释：关于约会、婚姻和神的特殊呼召，需要属灵上的成熟。 

 

  神希望我凭信心行事（踏出信心一步），抑或不要我凭信心行事（不要踏出信心一步）？（来十一：

6）。 

解释：你还未完全成圣，你的理解是有限的。犯错是人之常情，承认错误是真正的谦卑。当你真诚地明白某件

事是神的旨意，就应该凭信心行事。然而，如果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决定，那么你应该相信神会掌管整件事，看

顾你和别人所面对的一切后果。神是权能的。神时刻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祂的人得益处（罗八：28）！ 

 

指示 7.                                              祷告和圣灵的催促 

怀着祷告的心作决定，并与神的灵一致。 
 

神让你透过祷告直接亲近祂（路十一：9；弗三：12；来四：16）。圣灵使你信服真理，使你认罪，教导你公

义（即基督所得的义和祂眼中看为正的事），并警告你有关审判的事（即如果你忽略祂的公义）。圣灵会提醒

你关于基督的话语（约十六：8、13）。为了作出明智决定，你可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是否为另外六大原则获得的信息作充分祈祷？（腓四：6-7）。 

解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告诉祂你的想法、感受和期望。继续祈祷，直到你知道应该做

什么。你的祷告可能会改变，也可能你对有关事件的祷告会减少。 
 

  圣灵到底促使我采取某种特定的行动方式，抑或不采取这种行动方式？（徒十一：12 上；徒十六：7） 

解释：神可直接接触你。祂已让圣灵成为祂的代表，与你同在，并住在你里面，以便让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

是错，带领你进入一切真理，并提醒你祂在圣经中的话语（约十六：8；约十六：13-14；约十四：26）。圣经

是圣灵所启示的（提后三：16-17）！ 
 

圣灵在你心里主观说的话，决不会抵触祂在圣经中对你客观说的话（弗六：17）！基督徒必须辨别基督的声音

（赛八：20；罗十：17；约壹四：4）和邪灵的声音（赛八：19；太二十四：24；提前四：1 和约壹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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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你如何作出明智决定？ 
 

神希望带领基督徒。祂应许：“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你。“（诗三十二：

8）。但基督徒仍须寻求/探究神的旨意（弗五：10、17）。 
 

1. 根据圣经中的具体指示和七个一般指示作明智决定。  
 

总是先考虑圣经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指示。 

然后考虑七条一般指示。 

这样神会向你指示该走的路。请按以下步骤做：  
 

 (1) 收集资讯。  

用以下三栏记录从具体指示和一般指示收集的资讯。  

优点 

- 

- 

- 

缺点 

- 

- 

- 

其他可能性 

- 

- 

- 
 

 (2) 等待。 

如果你仍然无法作出决定或选择，可作更多研究和祷告。  
 

 (3) 有智慧。 

如果探讨的议题在情感上很严肃（例如约会、结婚、治疗和呼召），则应优先考虑圣经中的具体指示，并向尊

重神的成熟基督徒寻求意见。 
 

 (4) 正确解释。 

别以为神只会透过单单一节使你感动的经文来作出引导，而是要根据圣经诠释学和正确的背景对那节经文作出

解释（提后二：15）。1 
 

 (5) 决定并采取行动。 

当所有事实明确指向一个方向，那便凭信心作出决定和行动。 
 

 (6) 继续信靠神。 

当行动变得艰巨，“神在光明中向你显示什么，你不要在黑暗中有所怀疑”。继续相信神之前告诉你的事情，

凭信心行事。 
 

 (7) 降服。 

寻求神旨意的最后一个条件是愿意接受神完美的旨意并顺服它（太六：10）。因此，你应该总是祷告说：“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完美）的意思。」（路二十二：42 下）。 
 

2. 选择讨神喜悦的事情。 
 

阅读罗十二：1 和腓二：3-7 中的例子；路二：46-52；路十四：10-14。 

探索和讨论。什么自我牺牲的决定或选择可讨神喜悦？ 
 

 (1) 别人的利益。 

不要争取/寻求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别人的利益（腓二：3-4）。 
 

 (2) 你的家庭。 

不要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追求事业成功，你可委身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提前三：4-5）  
 

 (3) 穷人。 

不要请你的朋友、邻舍和其他重要的人到你家中吃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路十四：

12-14）。 
 

3. 顺从按照神旨意行事的条件。 
 

探索和讨论。符合神旨意行事的条件是什么？ 
 

 (1) 与神建立关系。 

尽力与神建立个人和信靠的关系（约十五：5）。  
 

 (2) 决定顺服。 

下定决心按神在圣经中所说的话语行事（路六：46-49；腓四：9）  

                                                           
1 参看手册 3，第 29 课的规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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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降服于神隐藏的旨意。 

你的境况往往与神隐藏的旨意有关。“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罗八：28）。 
 

 (4) 改变你的想法。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十二：2；腓四：8）。 
 

一方面，你不应让邪恶世界的各种吸引或错误的同伴压力塑造你。例如，注意不要说脏话或无礼的语言。不要

唱或听淫秽或令人反感的音乐。不要阅读色情的书籍和杂志。注意不要穿诱人的衣服。避免卷入可疑的活动。

不要与世俗的同伴保持亲密关系。  
 

另一方面，你应该透过阅读圣经、顺服神的圣灵、与基督徒相交等，更新你的心思意念。 
 

E. 寻求神旨意的概要图示 
 

教导。关于寻求神旨意原则的总结，你必须根据这些旨意作决定和选择。 
 

1. 若有特定的指示。 

如果关于这个问题圣经中有具体的指示（命令、诫律、教导），你必须顺服！ 
 

2. 若只有一般指示。 

如果圣经中没有具体的命令、诫律或教导， 

你必须根据圣经中的七大一般原则作出明智的决定或选择。 

或你可跟从圣经中某人物的好榜样（林前十一：1）。 
 

3. 若只有隐藏的事项。  

你必须把所有其他事例交托给神的主权， 

换句话说，你必须完全顺服于祂隐藏的完美旨意。 

 

神 

 

神的权能旨意 

(弗一：11) 

 

                                                                                                                                                                 

                                                    启示的旨意                                                                         隐藏的旨意                                        

                                                         (圣经)                                                                    (赛五十五：8-11) 

                                                                                                                                                                

                      神隐藏的 

 有具体 

教导、命令和诫律： 

 

向此 

   遵从， 

降服自己 

没有具体 

教导、命令和诫律： 

 

根据圣经中 

七条一般指示 

作明智决定 

 

基督和使徒们的 

例子： 

 

 

选择讨神喜悦的事 

 

（未显露） 

旨意仍然是 

祂完美的旨意 

（罗八：28） 

 

向此 

降服自己 

                                                                                  

 

继续在基督里，并透过心意更新来作出改变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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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向神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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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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神旨意”的教导。 

    背诵七条关于辨别神旨意的一般指示。根据原则使用提问，对你的境遇作出重要决定。 

2.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斯六、七、八及九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3.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4) 彼前二：11-25。主题：“世上的苦难”。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记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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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