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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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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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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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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罗八：38-39 

 
两人一组复习。 
(12) 罗八：38-39。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4 
研经（85 分钟）                                                 ［罗马书］ 

  罗八：18-39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罗八：18-39。 
 

基督徒的救恩，是父神所定的旨意，由圣子基督成就，由圣灵实现出来，并且藉福音传扬（罗一：16），它是

绝对确定的！ 
 

基督徒的救恩是天父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基督徒的救恩建基于神永恒拣选的旨意，也就是神赐给凡相信耶稣

基督的人所不配得的爱和不变的爱。当我们还作罪人、与神为敌、完全失丧的时候（罗五：6，8，10），神先

爱我们（约壹四：19）！ 
 

基督徒的救恩是圣子在时间中（在救恩历史中）所取得的（获得的）。基督徒的救恩是靠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

赎罪而取得的，现在这救恩靠基督的权能统治和长远作大祭司而实现（来七：25）。 
 

基督徒的救恩现今由圣灵实现出来。基督徒的救恩在个人的内心和生命中实现出来，在那里成为现实。这是藉

着住在基督徒里面的圣灵所成就的。 
 

基督徒的救恩现在由基督徒传扬。基督徒的救恩在旧约（罗三：25）和新约（罗十六：25-26）的福音中显明
和传扬。 
 

基督徒的救恩是确定的。在罗八：18-39，保罗继续教导我们，信徒在基督里的保障和确据。 
• 基督徒的救恩建基于万物最终都必复兴这个盼望之上（罗八：18-28）！ 
• 基督徒的救恩建基于基督徒是神永恒救赎计划的对象这个事实之上（罗八：29-30）！ 
• 基督徒的救恩是确定的，因为神是帮助他们的，并且已经把成就祂为他们所定的永恒旨意所需的一切都赐

给他们了（罗八：31-34）。 
• 基督徒的救恩是稳妥的，因为神对他们的爱是无尽和不变的（罗八：35-39）！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罗八：18-39。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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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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8-28 
探索 1。基督徒是稳妥的（得救和有保障的），因为他们纵使面对现在的苦楚，仍然因着万物复兴的盼望，藉

着圣灵的帮助，并且因为知道神以权能掌管一切境况而得到扶持。 
 

基督徒面对现在的苦楚，有三个事实使他们得安慰。将来万物都必复兴、如今圣灵不住的代求，以及神以永恒

的权能掌管万事。神正在为基督徒动工、在他们里面动工，也在他们之上动工！ 
• 罗八：18-25 教导我们，神为基督徒的将来动工。将来神必叫万物复兴，包括必死的身体将要复活，这盼望

使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得到扶持。 
• 罗八：26-27 教导我们，神在基督徒的当下动工。圣灵不断地在基督徒软弱的地方帮助他们。神特别替他们

祷告，照着神完美的旨意为他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需要替他们祈求。 
• 罗八：28 教导我们，神在基督徒的境况之上动工。神以权能掌管在他们生命中发生的各样事情。 

 
 

八：29-30 
探索 2。基督徒是稳妥的，因为他们是神永恒救赎计划的对象。 
 

基督徒是预定得永生的（参看帖后二：13-15；提后一：9）。神给基督徒所定永恒的旨意，是要他们由始至终

完全得救。神拣选的爱是他们得救的开始，神至高的荣耀则是他们得救的最终目的。神救赎计划中的各部分，

都是密不可分的。祂所拣选（预定和预先所知道）的人，祂又呼召他们、称他们为义、叫他们得荣耀！他们成

圣，以致得荣耀，就是神救赎计划的结果。因此，基督徒在生命中确实成圣，就是他们蒙拣选的证据了（弗

一：4-5）。这样，神就照着祂永恒的旨意作成万事（弗一：11；罗九：11；赛十四：24，27）。 
 
 

八：31-34 
探索 3。基督徒是稳妥的，因为神是帮助他们的（而不是敌挡他们的），并且已经把成就祂为他们所定的永恒

旨意所需的一切都赐给他们了。 
 

既然神帮助基督徒，谁能敌挡他们呢？既然神已经释放了他们，使他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他们的罪恶本性

的支配和控制力量），既然神已经藉着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使他们更新，既然神承认他们是自己的儿女和后

嗣，既然神已经预定他们称义、成圣和最终得荣耀，那么，谁能敌挡他们呢（罗八：31）？ 
 

既然神已经成就了更大的事，祂会留下小一点的事不作吗？既然神已经藉着耶稣基督成就祂的救赎大工，祂必

定在基督徒（祂的选民）中成就祂的救赎大工（罗八：33）！既然神按着祂永恒的旨意为基督徒舍了祂自己的

儿子耶稣基督，祂也必定在适当的时候把基督徒完全得救所需的一切赐给他们！神对基督徒那份无尽的爱，总

不能也总不会叫基督徒失望（罗八：32）！既然神是叫祂所拣选的人称义的终极审判者，那么，对基督徒的任

何指控都站不住脚！再没有人能够定基督徒的罪，有四个原因：就是基督的受死、复活、作王和不住的代求

（罗八：33-34）。 
 
 

八：35-39 
探索 4。基督徒是稳妥的，因为神对他们的爱是无尽和不变的。 
 

基督徒在人方面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叫他们与神对他们那份无尽的爱隔绝。基督徒在世上所

面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拦阻神在他们身上成就祂永恒的旨意！神不会容让人所加给基督徒的苦难对他们造成

真正或永久的伤害，不但如此，祂甚至以满有权能的方式使用这些苦难，叫基督徒最终得益处！基督徒所受的

苦难使他们最终得胜的荣耀加增（罗八：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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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在受造的世界中，没有什么能够叫他们与神对他们那份无尽的

爱隔绝。基督徒在世俗的世界、属灵的世界、现今或将来的世界里所面对的一切，没有什么能够叫他们与神对

他们无尽的爱隔绝！为了不让灰心沮丧有机可乘，保罗还说：“没有受造之物”能够叫基督徒与神对他们无尽

的爱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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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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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8-25 
问题 1。盼望如何扶持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呢？ 
 

笔记。罗八：18-25 描述神为基督徒的将来所成就的工作。神应许将来必叫万物复兴，包括基督徒必死的身体

将要复活，这盼望使如今正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得到扶持。 
 

 (1) 如今受造之物服在虚空和败坏之下，这都是暂时的。 
神叫一切物质和非理性的受造之物服在“虚空”（空虚、虚浮、漫无目的、短暂）（希腊文：mataiotés）（参

看弗四：17，彼后二：18 的虚妄的话）之下，换句话说，同受堕落之人所受的咒诅。现在的受造之物是短暂

的，并且受败坏的辖制，因此，它在漫无目的之境况下叹息。它叹息，因为它达不到神给它所定的目的。各样

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就像一首伟大的叹息交响曲（罗八：22）。 
 

然而，它的叹息并不是没有盼望的，而是像一个待产的母亲那样叹息。它知道在分娩的痛苦之后，荣耀必定临

到。同样，基督徒也自己在心里叹息，切切地等候将来的荣耀（新地）的显现！基督徒有圣灵作“初结的果

子”或“头一笔定金”（凭据、抵押品、当头），保证他们将来得着这荣耀的基业（罗八：23）。 
 

 (2) 将来万物都必复兴，这是一个盼望，是将来绝对确定的事，也是将来的现实！ 
将来，在万物复兴的时候（参看太十九：28；徒三：21；赛六十五：17；彼后三：13），一切受造之物都脱离

败坏的辖制，与基督徒同享将来的荣耀。来十二：26-29 告诉我们，到了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一切受造之

物都必“震动”（希腊文：seió）。“凡被震动的都要挪去”。神要在祂圣洁和纯全的白炽中，把一切不配的

都烧尽（来十二：29）。基督的使者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祂国里挑出来（或毁灭）（太十三：

41）。 
 

然而，“那不被震动的必常存”。基督徒与基督一同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来十二：28）。天地

都必复兴，天必带着完美的状态降临地上，地必成为基督徒的家（彼后三：13；启二十一：1-5）。世界将要

披上全新的荣美。山必变为肥田（赛二十九：17），旷野必快乐开花（赛三十五：1-2；赛三十二：15-16）。

天堂的和谐将要降临新地上，那时一切背道而驰、互相撕裂、彼此扼杀的东西都要和谐共处。例如，野兽将会

和睦同居（赛十一：1-9）。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必显露他们的真性情（罗八：19）。这样，他们儿子的名分

的一切荣耀将会完全实现，特别是在他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实现（罗八：23）。 
 

基督徒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将来万物复兴抱着盼望（换句话说，非常确定地指望）！基督徒因信而得蒙拯救，

他们的救恩因盼望而持续，换句话说，他们现在的救恩因盼望而坚定，也指向盼望。基督徒知道他们现在所拥

有的救恩并不是完全的，而将来终极完全的救恩是一个盼望（指望），也是将来绝对确定的事和现实！虽然基

督徒无法用他们的肉眼看到他们所盼望的事，但将来万物都要复兴，这是将来确定的现实！因此，基督徒忍耐

等候这个将来，换句话说，基督徒能够忍受如今在地上的苦难（罗八：25）。 
 
 

八：26-27 
问题 2。圣灵如何扶持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呢？ 
 

笔记。罗八：26-27 描述神在基督徒当中所成就的工作。圣灵不断的帮助，使如今正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得到扶

持。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软弱中得到扶持，特别是藉着圣灵替他们祈求（代求）而得到扶持。圣灵照着神完美的

旨意，为基督徒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需要，甚至他们意识不到的需要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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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督徒一切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况且”（罗八：26）的意思是，正如基督徒对将来荣耀的盼望使他们在面对现在的苦难时得着扶持，同样，

基督徒在面对现在的软弱时有圣灵帮助。圣灵被描述为降卑担挡基督徒的重担，亲自承担他们所受的苦楚，并

且不断地帮助基督徒。软弱可能是指任何一种软弱（来四：15；林后十二：5）：包括这个破碎世界里的一般

苦难，或为基督的缘故所受的苦难。这当然不只是局限于他们在祷告上的软弱！ 
 

 (2)  圣灵帮助基督徒，尤其是在他们有需要， 
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或意识不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 

基督徒常在道德上和属灵上跌倒，以致他们在行事为人和祷告方面达不到他们应有的目的。基督徒并不总是晓

得应当怎样祷告，换句话说，在特定的境况下怎样祷告才合宜。虽然他们一般都知道该祈求什么，但他们往往

不知道对于特定的需要、困难或境况该祈求什么。他们不确定他们祷告的内容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参看约壹

五：14）。基督徒往往甚至不知道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因此，他们无法在祷告中把需要表达出来。 
 

然而，圣灵知道基督徒的真正需要，包括基督徒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需要，以及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需

要。圣灵是真正的保惠师（基督的代表），祂亲自找出基督徒的真正需要，并且向父神代求，确保他们的需要

得以满足！因为圣灵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所以圣灵的代求是完美的，也总是有功效的！住在基督徒里面的圣

灵向神的祈求（代求）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 因此，真正的基督徒总没有一个失落（罗八：29-30；约十八：9）。 
• 因此，除非有神的允许，否则没有任何事情可临到基督徒身上（太十：29）。 
• 因此，除非事情真正有助神成就祂对基督徒的完美旨意，否则没有任何事情可临到基督徒身上（罗八：

28）！ 
• 因此，没有任何引诱（试探）或试炼是不能忍受的（林前十：13）。 

 
 

八：28-30 
问题 3。神以权能掌管一切境况，这如何扶持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呢？ 
 
笔记。罗八：28-30 描述神在基督徒之上所成就的工作。神以权能掌管在基督徒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

使如今正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得到扶持。 
 

 (1) 神以权能掌管基督徒所面对的特定境况。 
基督徒也无法幸免于苦难。然而，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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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极大的安慰、鼓励和确据，这是给基督徒的，是给那些持续不断地爱圣经中的神的人。 
 

基督徒透过个人的经历、其他基督徒的经历，以及圣经的教训而得知这安慰、鼓励和确据。不管顺境逆境、好

事坏事，它们都互相效力，一同成就神完美的计划。在基督徒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有许多本身是邪恶的，但因

着神完美的爱、恩典和智慧，神甚至叫这些邪恶的事情互相效力，叫基督徒个人得益处，也叫祂国度的扩展和

荣耀得益处。最终，万事都叫基督徒得益处！ 
 

“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箴十六：4）。“我施平安，又降灾祸”（赛

四十五：7）。“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罗九：17）。 
 

 (2) 神以权能掌管基督徒的全备救恩。 
 

信徒得荣耀。神为祂的创造、历史，以及每一个基督徒，都定了永恒的计划，这计划总不能也不会落空（参看

赛十四：24，27）！神从起初就拣选了基督徒藉着圣灵的成圣工作，以及藉着相信真理而得救。祂藉着福音呼

召他们，好叫他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参看帖后二：13-14，以及罗八：29-30）。神有永恒的旨

意，祂按祂的旨意拣选一些人得救，又预定他们效法基督的模样（罗八：29；参看弗一：4）。 
 

神按祂所定的时候成就祂永恒的计划（参看弗一：10）。神按祂所定的时候成就祂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神永

远为首，无论在祂永恒中所定的旨意上，抑或在祂按所定的时候成就祂的旨意上，都是如此。“及至时候满

足”，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世上（加四：4）。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个时刻，神主动呼召祂在永恒中所拣选的人

（提后一：9-10）。祂藉着祂所差去传福音的基督徒来呼召他们。祂藉着传福音所发出的外在呼召来呼召他

们，也藉着圣灵使人更生和赐人信心的内在呼召来呼召他们（徒十三：48；十六：14；十八：27；弗二：8-
9；腓一：29；来十二：2），叫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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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传福音所发出的外在呼召，并不总是有果效的（参看太十：14；太二十二：14）。总是会有人听了福音却

不作出回应，甚至拒绝福音。然而，神所发出的内在呼召总是有果效的（参看罗一：7）！因此，约六：44 和

37 指出，当神以祂满有权能的方式吸引人归向基督的时候，他们必定归向基督，他们也必然得救！因此，罗

八：29-30 指出，神所召来的人，祂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祂又叫他们得荣耀。神从开始到末了以祂

的权能掌管基督徒的全备救恩！ 
 

耶稣基督居首位。还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比信徒得荣耀更终极的目的，就是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

18）！基督总是“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八：29）。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为与祂来到世上拯救的人

是完全分开的（来二：11）。因此，基督徒称为“祂的兄弟”。可是，在这一切弟兄中，基督是居首位的！因

此，耶稣基督称为“长子”。 
 

“长子”这个词用来形容耶稣是非常合适的，祂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位，祂建立了一个新的圣徒团体，基督徒兄

弟姊妹──教会。耶稣基督是这个新群体的元首！神拯救人，不但为了叫人圣洁和喜乐，也是为了藉着他们的

圣洁和喜乐，在各处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直到永远。蒙拣选的基督徒并不是神在宇宙中的救赎历史的中心，

耶稣基督才是这中心。“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约十六：14）！耶稣基督得荣耀，是彰显父神的荣耀的至高

表达方式。创造和救赎的至高目标，就是荣耀神（罗十一：33-36）！唯独荣耀神（Soli Deo Gloria）！ 
 
 

八：31-34 
问题 4。神为基督徒伸冤，这如何扶持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呢？ 
 

笔记。罗八：31-34 描述了神为基督徒所成就的工作。神为基督徒伸冤（神为他们辩护，使他们不受指责，并

且宣告他们是义的），这使如今正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得到扶持。 
 

 (1) 神是帮助基督徒的！ 
神将耶稣基督赐给信徒！因此，神也必施恩将完全得救所需的一切赐给信徒。这带来的结果是，基督徒得着确

据，确信他们必得保守远避背道的事和至死的罪。救恩若没有成圣的应许，就毫无意义了！在圣经中，救恩与

罪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救恩包括确实的成圣。救恩的最终目标就是成圣！因此，神救赎（称义）的应许

和工作，也包括神叫人成圣的应许和工作。神若叫罪人称义，却不叫罪人成圣，这情况是无法想象的！神将祂

最大的恩赐──耶稣基督──赐给基督徒时，祂也必定将完全得救所需的一切恩赐赐给他们。神对基督徒那位

无尽的爱，总不能叫基督徒失望，也不会叫基督徒失望（罗八：31-32）！ 
 

 (2) 神宣告基督徒是义的。 
既然神是终极的审判者，祂宣告祂所拣选的人是义的（当神称他们为义的时候），那么，任何控告都不再重要

了！ 
 

没有什么比罪更可怕。既然人在称义的时候罪已得赦免和除掉，就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了！没有人能够把基督

徒召到审判的法庭上。虽然基督徒的良心仍然责备他们，却不再使他们感到害怕（约壹三：19-20）！虽然基

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对自己的罪感到懊悔（林后七：9-11），但他们不像失丧的人那样绝望（启六：15-17）。虽

然基督徒仍然犯某些罪（约壹一：8，10），但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完全得赦免和得洁净（约壹一：9）。 
 

有四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定基督徒的罪。 
• 基督的牺牲受死成为了赎罪祭，并且把定罪的根据除去。 
• 基督的复活证明神接纳祂的赎罪祭，也证明祂对自己所作的一切宣称都是有效的。 
• 基督的升天和作王表明祂是掌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事件，以及基督徒个人生命各方面的至高主宰。 
• 基督永远作大祭司（来七：24-25），并且作中保为基督徒向天上的父神不住地代求（约壹二：1-2；来四：

14-16），这证明祂定意要全然拯救所有基督徒。祂为基督徒代求，保证祂受死所带来的益处在基督徒的生

命中实现出来，祂在神面前为基督徒祈求，确保神源源不断的恩典临到他们的生命中（罗八：33-34；约

一：16）。 
 

 
八：35-39 

问题 5 。神的爱如何扶持在苦难中的基督徒呢？ 
 

笔记。罗八：35-39 描述了神对基督徒的爱，在众多的苦难中（在今世的创造和世界的历史中），神的爱扶持

了基督徒。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甚至死亡能把基督徒与神的爱分隔，耶稣已经胜过世界，而且继续成为得

胜者（希腊文：nenikeka）（完成时态），而通过基督永恒的爱，基督徒是“得胜有余的＂或“续渐得到荣耀

的胜利＂（希腊文：hupernikao）（现在时态）（罗八：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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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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八：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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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罗八：18-39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八：18。 要从将来的荣耀来思想你现在所受的苦楚。 
八：20-21。 虽然如今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并且受败坏的辖制，但基督徒已托付了那记载在创一：28 中的

文化使命，要管理神的创造，也要保护神的创造。 
八：23-24。 要明白到你已经因信得救（脱离了罪的愧疚、权势和刑罚），并且最终要全然得救（也脱离肉身

的死亡）。 
八：26-27。 圣灵在地上为你祈求，基督则在天上为你祈求。圣灵在你里面为你无法表达出来的需要向神祈

求。耶稣基督求神成就祂对你生命所定的计划和旨意，使你在地上所有不完全的祷告都变成在天

上完全的祷告（参看启八：3-5）。 
八：28。 要相信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允许，并且最终要成就神对你生命所定的计划和旨

意。当然，只有当你蒙神呼召，并且爱神的时候，才能相信这一点。 
八：29-30。 总不要怀疑神已经呼召你，称你为义，也要叫你全然成圣，换句话说，叫你得荣耀。祂在你心里

动了善工，必成全这工（腓一：6）。 
八：31-32。 要相信神既然已将最大的恩赐（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祂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 
八：33-34。 要相信神既然已宣告你是义的（称你为义），就没有（人或任何反对你的）控告能站立得住（在

最后审判的日子也是如此）（来八：12）！ 
八：35-39。 要绝对确信，一切受造之物中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使你与神对你的爱隔绝！ 
 

2. 从罗八：18-39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罗马书第八章给我的盼望，使我在疾病、患难和逼迫中得到扶持。这一切苦难都是暂时的。当神复兴宇宙的时

候，就不再有疾病，痛苦，逼迫或死亡了。那时，新天的完美状态必降临在新地上，基督徒必永远与基督一同

得荣耀！ 
 

神对我的爱，使我在疾病或逼迫中得到扶持。宇宙中没有任何人或事能够使我与神对我那份无尽而不变的爱隔

绝！因此，我在一切想要伤害我的人和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神对我的爱最终甚至使用我生命中的挫折和困难

叫我得益处。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罗八：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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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或研习罗八：18-39。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以赛亚书第一，二，三，四章阅读半章经文。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

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13) 罗十：9-10。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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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讲授。准备记载在路十四：28-30 中的“轻率的建造者”的比喻和在路十四：31-33 中的“鲁莽的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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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度。                      第32课
	祷告
	准备下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