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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8 课 
 

1 
祷告 
 

 

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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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士十三 –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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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十三，十四，十五，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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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罗马书的钥节］ 
(2) 罗一：17 

 
两人一组复习。 
(2) 罗一：17。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

生”。 
 

4 
研经（85 分钟）                                                 ［罗马书］ 

  罗二：17-29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罗二：17-29。 
 

在罗二：17-20，保罗直接向犹太人说话，列举了犹太人引以为傲的特权和优待。在罗二：21-24，他告诉犹太

人，如果他们无法履行他们所享有的一切特权所包含的义务或教训，这些特权只会加重他们所受的谴责。注意

保罗对犹太人的假冒为善所表现出的蔑视和愤慨不断增加：“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你讲说人

不可犯罪，自己还偷窃、犯奸淫、偷窃庙中之物”。“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神的名

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在罗二：25-27，保罗评论受割礼和未受割礼。在罗二：28-29，保罗明确地

教导割礼的真正本质和目的。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罗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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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二：17-20 
探索 1。保罗揭露犹太人因他们所得的特权和地位而产生的形式主义。 
 

 (1) 犹太人引以为傲的特权（罗二：17-18）。 
在圣经中，“犹太人”这个名称在王下十六：6（主前 586 年之前）首次被提及。在犹太人被掳巴比伦期间和

之后（从圣殿被毁到重建，主前 586 年至主前 516 年期间，七十年）这是令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名称。这个名称

的意思是犹大国的一员。他们自称“犹太人”，并因自己身为犹太人而引以为傲。 
 

他们“倚靠”律法，换句话说，他们得到“安息”，意思是他们因拥有律法和谈论律法而“得到安慰和支

持”。可是，他们没有行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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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荣耀神”，换句话说，他们说自己敬拜独一真神。事实上，那不过是一句虚妄矜夸的话！ 
 

他们“晓得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他们拥有旧约给他们启示神的旨意。他们“喜爱那美好的事”，换句话

说，他们不断地辩论神的旨意，察验什么事符合神的旨意（律法），拒绝与它相违的事，接纳与它相符的事。

他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字面意思：“从律法中领受教义”）（希腊文：katécheó）（尼八：8）。 
 

 (2) 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地位（罗二：19-20）。 
犹太人认为自己比世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得多。他们认为外邦人“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他们相信只有犹太

人才能够指引外邦人。这使犹太人产生一种优越感，而不是责任感。他们说外邦人是在黑暗中的、无知的、不

成熟的、因为他们不认识律法！犹太人认为对律法“一无所知”（希腊文：afrón）等于“不成熟”（希腊文：

népios），因此，他们认为认识律法就等于成熟。 
 

“给瞎子领路”、“作黑暗中人的光”、“作蠢笨人的师傅和小孩子的先生”本是美德。然而，保罗说这些美

德在犹太人身上变成恶事，因为他们指着自己无法做到的事夸口！犹太人自夸在旧约（律法）上有“知识和真

理的模范”。这意味着他们自夸拥有一套井然有序的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参看罗六：17 的“道理的模范”

和提后一：13 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然而，犹太人拥有的只是一种外在形式的义，却没有内心真实的义

（参看提后三：5）！ 
 
 

二：21-24 
探索 2。犹太人所宣称的与和他们实际所做的公然不一致。 
 

犹太人对自己的优势存着扭曲的观念，令他们产生自满，他们的自满又使他们变得假冒为善。保罗揭露犹太人

的假冒为善，好叫他们惊觉自己是何等自满。他列举了三个例证，指出犹太人自己也没有遵从的教训。犹太人

不断地（现在时态）偷窃、犯奸淫和拜偶像。 
 

拜偶像和犯淫乱正是外邦人所犯的罪（参看罗一：24-25），是当中犹太人最强烈谴责的罪，但他们自己也犯

这罪（诗五十：16-18；耶五：30-31；耶六：13-14）。犹太释经书1提到一些例子，指出知识分子盗窃，拉比

无耻地犯奸淫和偷窃庙中之物。此外，耶稣基督也举例说明法利赛人的生命如何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太二十

三，可七：9-13；路十一：37-52）。没有什么事情比亵渎外邦人的庙宇更能激起外邦人的怨恨。犹太人把他们

自己的圣殿变成“贼窝”（太二十一：13），抢夺属于神的东西（参看可七：11）。 
 

犹太人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根据雅二：10 和雅四：11-12 所说，违犯律法是侮辱赐律法者

（神自己）的威严，也是外邦人亵渎神的原因。外邦人预期一个国家必像他们的神那样，圣经也是如此教导

（诗一一五：8）。如果一个国家犯了这样的罪行，那么他们的“神”必定也是偷窃的、犯奸淫的和偷窃庙中

之物的！犹太人就是这样玷辱圣经中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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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罗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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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5-27 
问题 1。保罗怎能说肉身的割礼仍是有益的呢？ 
笔记。 
 

 (1) 犹太人若是遵行旧约（恩典之约）的要求，肉身的割礼才是有益的（罗二：25）。 

                                                           
1 司特拉克和比勒贝克（Strack en Billerbeck）的“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ch” III页 107-115。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9                 第 8 课：罗二：17-29 3 

“律法”一词在罗马书中有几个不同的含意，正确的含意取决于这个词的上下文。在这里，“律法”一词不是

指旧约的各种礼仪法，而是指“旧约之约”。在这个旧约之约，神应许祂要作祂的子民以色列的神，以色列要

作神的子民（创十七：7；利二十六：12）。这是一个带有应许和恩典的约（协定）。 
 

这个约的要求（罗二：26）是相信神的应许（参看创十五：5-6；参看约六：28-29），这是透过顺服而展示出

来的（创二十二：17-18；来四：2，6；雅二：17，22）。这个约的记号和印证就是肉身的割礼（创十七：9-
14）。 
  

在旧约中，肉身的割礼并不是一个宗教义务，而是一个宗教义务的记号！保罗认为肉身的割礼只有在犹太人透

过顺服履行信心的要求时对犹太人才是有益的。如果犹太人既没有信心又不顺服，他们自称拥有神立约的应许

只是狂妄（自大）的表现，甚至是虚妄的亵慢！ 
 

因此，在罗二：25-27，遵守“律法”（的要求）等于遵守“约”（的要求），这约是神与先祖立的。当神所

立的约的要求（即透过顺服而展示出来的信心）被忽视或破坏了的时候，犹太人所受的割礼在神眼中也视为未

受割礼！那么，外在的记号就失去它的意义了（罗二：25）！ 
 

 (2) 若遵行约的要求，肉身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并不会废掉神的约（罗二：26）。 
在这里，遵守“律法”（的要求）不是指不信的外邦人顺着道德本性和良心行律法上的事，正如罗二：14 所

说的。它指的是成为了基督徒的外邦人，正如罗一：16-17 所说的。大多数外邦基督徒都没有受割礼。然而，

由于基督徒藉着相信耶稣基督和顺服耶稣基督而满足了约的要求，基督徒就成为了“神的真子民”（林后六：

16；彼前二：9-10），甚至称为“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2-16）2。虽然这些外邦基督徒的身体（肉身）未

受割礼，但他们的心（灵）却受了割礼，神认为这才是唯一真正的割礼（罗二：28-29）！外面肉身的割礼除

了它所象征的意义之外，并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当肉身的割礼所象征的意义存在，肉身上没有这个记号也不

会废掉神恩典之约！ 
 

 (3) 肉身未受割礼的基督徒要审判肉身受了割礼的犹太人（罗二：27）。 
外邦的基督徒要审判以色列（林前六：2）。基督徒满足了律法（约）的要求。犹太人拥有律法的要求（约）

的仪文，却违犯律法（约）。因此，那些真正相信并透过顺服表明出来的人必审判所有其他人！ 
 

在最后审判的日子，在旧约时代在尼尼微信主的外邦人3，要起来定那些在耶稣时代不信的犹太人的罪（太十

二：41-42）。肉身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的信，要谴责那些肉身受了割礼的犹太人的不信！ 
 

这一切都证明外在和身体上的礼仪，如肉身的割礼或用水施洗，并没有救赎的能力，因为神是个“灵”，需要

人内在和灵性上的顺服。 
 
  

二：28-29 
问题 2。肉身的割礼的真正本质和目的是什么？ 
 

笔记。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主前 2067 年），肉身的割礼是因信称义的记号（罗四：11）。然而，在摩西的时代（主

前 1407 年）之后一段很长的时间，甚至在被掳巴比伦之后（主前 587 年），犹太的宗教老师和领袖已经把割

礼的意义变成一个靠行律法称义的记号（约七：19，22；加五：1-4）。 
 

                                                           
2 旧约中神的子民和新约中神的子民都有同样的称呼，他们称为：神的长子（出四：22；耶三十一：9；来十二：23）；神的儿女（赛四十

三：6-7；林后六：18）；神的妻子或新妇（赛五十四：1，11-12；启二十一：9-10）；十二支派（创四十九：28；启七：4；二十一：

12；雅一：1）；祭司的国度（出十九：6；彼前二：9；启一：6）；圣洁的国民（出十九：6；彼前二：9）；神的选民（申七：6；彼前

二：9）；神立约之民（利二十六：12；林后六：16）；四散的／散居的（申三十：1；结十二：15；斯三：8；彼前一：1）；以色列羊

圈里的羊和来自列国的羊（结三十四；约十：16）；以色列（撒上七：23；加六：14-16）；犹太人（亚八：22-23；罗二：28-29）；锡
安（赛五十一：16；五十二：7；来十二：22-24）；下面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加四：25-26）；神的殿（林后六：16）。 

  神在旧约时期（罗十：18-21；加三：8；来四：1-3）和新约时期（徒二十：24；参看十三：44-49）宣讲福音，呼召祂的教会到祂那里。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基督的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林前十二：13）；一同称为教会（希伯来文：qahal；
希腊文：ekklésia）（诗一○七：32；太十六：18，徒八：2；徒九：1）；一同成为一个身体的肢体（弗三：6）；一同成为后嗣（弗

三：6；加三：29），并且同蒙神的一切应许（弗三：6；林后一：20）！参看手册 3，附录 12。 
3 尼尼微是现今伊拉克的摩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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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肉身的割礼本是因信称义的记号（罗四：11）。 
 

亚伯拉罕时代（主前 2067 年）肉身的割礼。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带有应许和恩典的约。在这个约中，祂施

恩给亚伯拉罕三个应许：第一，亚伯拉罕必作多国的父。他的子孙必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耶和

华必作他后裔的神。第二，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头两个应许在约书亚夺得那地的时候（主前

1497-1387 年）成就了（书二十一：43-45；二十三：14-16）。第三，神使地上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一个后

裔得福（创十二：1-3，7；十五：1-6，18-21；十七：1-14；二十二：17-18）。第三个应许在基督第一次降临

的时候成就了（加三：16）。 
 

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创十五：6）。神赐亚伯拉罕肉身的割礼，作为神这个应许和恩典之约的

记号和印证。因此，肉身的割礼是一个可见的记号和印证，表明神叫人因信称义（罗四：11）！肉身受割礼的

人有义务遵守神这个应许和恩典之约。他们有义务继续活出因信称义的人的样式，换句话说，在这世上作神立

约之民。 
 

摩西时代（主前 1407 年）肉身的割礼。在旧约时代，外在、肉身的割礼也有内在、属灵的意义。被割掉的阳

皮象征不洁，在身体上肉身的割礼指向在心灵上属灵的割礼。除去身体（肉体）的不洁象征除去内心的不洁

（申十：16；三十：6；耶四：4）。因此，在旧约时代，身体上的割礼是一个可见的象征，表明更高层次的现

实，也就是在心灵上属灵的割礼。在旧约时代身体上的割礼指向后来在新约时代藉着圣灵的重生（罗二：28-
29）。 
 

肉身的割礼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当一个人不相信圣经中的神（或耶稣基督），却试图透过遵行律法（例如受肉

身的割礼）而称义，割礼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肉体受割礼，心灵却未受割礼，是毫无价值的。宗教仪式（例如

肉身的割礼）仍旧是人的作为，但心灵的割礼却是神（神的灵）的作为！ 
 

因此，在圣经中，不信的人和不义的人称为“心未受割礼的人”（耶九：25-26；徒七：51）。然而，那些以

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犹太人和外邦基督徒，都称为“真受割礼的”（腓三：3）！所有属血气的

犹太人都称为“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希腊文：Israel kata sarx）（林前十：18），但所有信靠被钉十字架的基

督，并背起十字架生活的人，都是神的真子民，称为“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2-16；参看罗九：6 下）！亚

伯拉罕或许是那些自称犹太人的人“肉身之父”，但他是所有相信圣经中的神之人的“属灵之父”，不管他们

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罗四：11；约八：37-44）。 
 

遵守律法（从以色列的道德、礼仪和民事律法的意义上说）不能也不会使世上任何一个人称义，因为没有人能

够或已经遵守全律法（加三：10；雅二：10）。 
 

 (2) 肉身的割礼后来变成一个靠行律法称义的记号（约七：19，22）。 
 

被掳巴比伦之后（主前 586 年）肉身的割礼。大约在亚伯拉罕之后一千五百年，在被掳巴比伦的时期（主前

587 年），犹太的宗教老师和领袖将割礼的原意改变了！肉身的割礼的原意：“因信（神所说的话和作为）而

称义的记号”，变成了“因行律法（人的行为）而称义的记号”。犹太人不再把身体上（肉身）的割礼视为因

信称义或心灵上受属灵割礼的记号和印证，而是把它视为神的誓言（庄严的应许），承诺必将永生赐给凡遵行

（道德、礼仪和民事）律法的人！ 
 

利十八：5 说：“人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必因此活着（意指过丰盛的生活）。”可是，犹太人把这句

话误解为：“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得永生。”从那时起，犹太人就认为肉身的割礼是神使人藉着行律法称义

（或得救）的记号和印证，尽管神从来没有给肉身的割礼赋予这个意义！ 
 

初生婴孩在第八天受割礼成为遵行律法最重要的一环（约七：19-24）！肉身的割礼变成一个叫人得救（称

义）的人类宗教仪式（徒十五：1）！人在肉身上的行为代替了神在心灵里的工作！ 
 

新约时代（主后 50 年）肉身的割礼。大约在主后 50 年，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写道，若有人受割礼，是因为

他认为遵守律法可以叫他称义，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加五：1-4）！保罗也指出，世上没有人遵守或能够

遵守全律法（罗三：10-18）。因此，神不会以遵守律法作为基础使世人称义（罗三：19-20，28）。 
 

显然，新约时代的犹太人认为他们遵守律法（尤其是肉身的割礼）在某程度上是一个保证他们称义或得救的途

径。他们教训人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徒十五：1）。其他犹太拉比教训人说：

“（肉身）没有受割礼的人必下到地狱”。他们声称“神向亚伯拉罕起誓说，凡受了割礼的人都不会下到地

狱”。他们这样告诉各人：“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门前，不许任何（身体上）未受割礼的以色列人进到那

里。”因此，肉身的割礼成为犹太民族主义的外在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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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太拉比的教导当然不是根据圣经的事实，我们必须拒绝接受！ 
 

 (3) 假犹太人和无用的肉身割礼。 
“犹太人”（希伯来文 Jehudi 或 Judi）一词源于犹大支派（希伯来文：Jehudah），并且可能源自“称赞”

（希伯来文：hodah）一词（创二十九：35；四十九：8）。保罗说，真犹太人从神那里得称赞（因为他相信圣

经中的神，并且顺服祂），假犹太人则渴望从人那里得到称赞（因为他已经受了割礼）。耶稣谴责犹太人，因

为他们倚靠外貌，互相寻求称赞（约五：44）。保罗认为外面作犹太人的，是假犹太人。在神眼中看来，雅各

肉身所生的后裔，并不使他成为一个真犹太人！ 
 

在新约时代，肉身的割礼不再是神与信徒所立恩典之约的记号，而是变成一个基于摩西的礼仪律法的人类习俗

（约七：22）。然而，只有割礼的外在记号，心灵上却没有受属灵的割礼，这是毫无价值的！ 
 

 (4) 真正的犹太人和真正的属灵割礼。 
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也就是一个从神那里得称赞的信徒）的特征并不是外在的和肉身上的，而是内在的和

属灵上的！唯一真正的“犹太人”是“里面作犹太人的（不是外面的）”，真正的割礼是“心里受割礼，在乎

灵”，而不是根据礼仪的律法（罗二：29 上）。从反面来说，一个心里未受割礼（没有重生）的人，不会得

到从神而来的称赞、称许或悦纳（罗二：29 下！）！从正面来说，一个藉着圣灵的动工而在心里受了属灵割

礼的人，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称赞、称许或悦纳！因此，“唯一真正的犹太人”（即神所称许的人）就是基督

徒，不管他天生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得到从神而来的称赞！假犹太人从其他让他们受割礼的

犹太人那里得到称赞和尊荣。但真犹太人从神那里得到称赞。 
 

先知耶利米早已告诫犹太人，不要因人的智慧、力量和财富夸口，而是要因认识圣经中的神和明白祂的启示夸

口。神要刑罚列国（如埃及、犹大和亚扪），因为他们只是受了“肉身的（身体上的）”割礼，而没有受“心

里的”割礼（耶九：23-26）！ 
 

使徒警告那些强迫人接受肉身割礼的宗教老师和领袖。他们被称为“妄自行割的”。只有那些以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肉身的割礼，而是靠心里受割礼／重生）的人，才是“真受割礼的”（腓

三：2-3）。 
  

新约明确地指出，肉身的割礼是礼仪律法的一部分（利十二：3），已经由耶稣基督成全了（太五：17），并

且藉着信徒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和一同复活而为他们成全了（西二：11-12）。因此，肉身的割礼撤去了（西

二：14），并且废除了（弗二：15）。“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肉身的）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

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五：6）。“受（肉身的）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

人”，换句话说，藉着因信称义和圣灵的重生作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

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也称为“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5-16；参看林后六：16）！可是，所有受了肉身

的割礼的犹太人都称为“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林前十：18，参看罗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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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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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罗二：17-29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二：17。 总不要指着自己的犹太国籍夸口，也不要因你倚靠律法（妥拉或伊斯兰教法）与神建立关系夸口。 
二：21。 当你教导别人的时候，确保要先教导自己（路六：41-42）！ 
二：22。 不要向人宣讲一些你自己也没有行出来的事（太二十三：3）！ 
二：24。 谨记，非基督徒透过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的神（诗一一五：8）！ 
二：29。 你要确定自己是藉着圣灵心里受了割礼（参看林后十三：5）。 
二：29。 不要寻求人的称赞，而是要寻求神的称许（参看林后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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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罗二：17-29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要传讲整全的福音信息。这意味着我必须宣告人藉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以及不信的人必受审判（罗二：

16）。我所传讲的福音信息必须包括最后审判的日子（参看约三：18，36）。 
 

我要指出所有外在的宗教仪式（记号），如肉身的割礼、水礼或主餐所象征的意义，若不是确实在人里面存

在，它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要向所有人宣告，除非他们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心里受割礼（参看约一：12-
13），否则他们仍是失丧的。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罗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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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罗二：17-29。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撒上二，三，七，八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3) 罗二：5。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讲授。准备记载在可四：26-29 中的“种子暗地里生长”的比喻，记载在路十三：20-21 中的“面酵”的比喻

和记载在可四：30-32 中的“芥菜种”的比喻。 
    采用解释比喻的六个指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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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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