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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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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第一、二、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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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第一、二、三、四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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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罗十：9-10 

 
两人一组复习。 
(13) 罗十：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

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4 
讲授 （85 分钟）                                              ［耶稣的比喻］ 

  轻率的建造者和鲁莽的王 
 

路十四：28-30 中的“轻率的建造者” 

和路十四：31-33 中的“鲁莽的王”是关于 
在神国里使人作门徒的比喻。 

 

“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或例证，旨在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

理。耶稣以常见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来阐明神国的奥秘，叫人面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和更新的需要。 
我们会采用研读比喻的六个指引来研读这个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1）。 
 
 

A. 轻率的建造者的比喻 
 

阅读路十四：25-30。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语来讲述，比喻中的属灵意义也是以此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先研习故事的用词

，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一座楼。一座楼可能是一个像建造在葡萄园里的瞭望楼和仓库那样的建筑物（赛五：2），也可能是整个农舍

建筑物。 
 

算计花费。每个精明的商人都会计算任何工程的花费。 
 

看见的人。旁观者总是随时准备好把事情变成笑柄，或奚落别人，尤其是当别人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是众

所周知的。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讲述比喻的场合
，或描述讲述比喻时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释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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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路十四：25-27。 
耶稣经过比利亚往耶路撒冷去（路九：51）。祂正在向一大群人论到作门徒的事。耶稣教导说，任何想要成为

祂门徒的人，都必须明白作门徒要付上什么代价。不是耶稣计算完成这个任务的代价，因为祂早已知道，祂必

须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拯救世人。祂也知道，建立神国的任务，唯有藉着真正的门徒才能完成，而不是藉着表面

上跟从祂的人。不是耶稣计算作门徒的代价，而是那些渴望成为门徒的人要计算作门徒的代价。这个比喻的背

景谈到的是那些要考虑作门徒跟从耶稣基督要付上什么代价的人。 
 

以下是耶稣论到有关作门徒的教训： 
 

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成为门徒。徒十一：26 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叙利亚）起首。我们要

小心，不要把基督徒和基督的门徒截然划分。耶稣基督并没有提出不同等级的基督徒，仿佛门徒比普通的基督

徒更高级！ 
 

因为到处都有某些人自称为“基督徒”，但他们并没有基督的门徒的任何特质，所以经常产生混淆。事实上，

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实际上并不是基督徒，因此，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在新约开始的时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并跟从祂的人都称为“门徒”。即使在那时候，基督也把真门徒和假门

徒区分出来（约六：60-69）。在使徒行传中，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成为“门徒”（徒九：26；十

三：48-52）。在这些门徒中间，有些人仍然是不成熟的，所以导致他们之间出现不和（徒六：1-2），当中也

有些门徒是相当成熟的，例如提摩太（徒十六：1-2）。 
 

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明确地指出门徒的具体特质（太十：24-25；十三：52；二十八：19-20；路六：40；十

四：26-27，33；约八：31-32；十三：34-35；十五：5-8）。耶稣基督的心意是，所有因着神的恩典而相信祂

的人，都应该培养这些“门徒”或“成熟基督徒”的特质。 
 

门徒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呼召各种各样的人来作祂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你来看”，或“跟从

我”。耶稣呼召人作门徒，并没有任何社会障碍。耶稣的门徒中有几个是打鱼的，他们都是罪人，如彼得、雅

各和约翰；有一个是政治狂热分子，名叫西门；有一个是被人藐视的税吏，名叫马太。耶稣呼召人作门徒，就

是呼召他们“与祂同在”，无论祂往哪里去。耶稣本人所留下直接而强烈的印象，加上祂强而有力的教导，促

使他们成为祂的门徒（约一：35-51；路五：1-11；可三：13-15）。 
 

门徒就是向耶稣基督学习的人。门徒透过观察、聆听和仿效来学习。他一面跟从耶稣，一面学习。他从旁观察

耶稣的生活和服事。他从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教训和榜样中学习。他也透过经验和实践学习（约十三：13-15；
太四：23；徒四：13；腓四：9-12）。 
 

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第一个特质是“恨”。 
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门徒是全然献身给耶稣基督的。根据第 26 节，门徒必须“恨”他的家人和他自己的生

命，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不是指他应该怀着厌恶的心去恨他的父母和家人、憎恶或痛恨他们，或丢弃

他们和忘记他们。圣经吩咐基督徒要看顾他们的父母，要爱他们的妻子，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的儿女，又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恨”这个字的意思是“爱少一点”，正如太十：37 中类似的经文所表明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

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如果在家人和基督之间有所冲突，而必须在“顺从家人”

和“顺从基督”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无论家人的意愿有多强烈也应当拒绝。门徒至高的效忠对象是基督，没

有别的关系可以取代它。他无条件地选择以基督作为他的主（王）和引导者，他让他对耶稣基督的效忠和献身

凌驾于所有其他的效忠对象和关系。耶稣基督必然永远居首位（西一：18）！因此，门徒爱耶稣基督过于其他

任何关系。他爱耶稣基督过于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人，甚至他自己。 
 

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第二个特质是背起他的十字架。 
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门徒舍弃自己的抱负和安全稳妥。当他被拒绝、被离弃、被嘲笑、受欺压和遇逼迫的时

候，他接受这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必须付出的牺牲，以受苦献上为祭。这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真正含

义（路十四：26-27）。 
这时候，耶稣讲述“轻率的建造者”的比喻。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路十四：28-30。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并没有说明。 
它必须从上下文推断出来。基督徒必须在作出行动之前计算清楚作门徒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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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引言。耶稣无意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比喻不是寓言！相关的细节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强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题或教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应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

意义。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因为耶稣没有解释任何细节，所以重要或相关的细节必须根据上下文和相似的经文来决定。 
 

盖一座楼。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盖一座楼是一项大工程，要付上大量的金钱、精力和时间。根据上下文，它

是指“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财务状况，影响你

与父母、妻子和儿女、兄弟姐妹的关系，也可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方向！ 
 

先坐下算计花费，看看自己能否盖成。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因为它是这个比喻的中心要点或主要信息。每个

人都有责任先考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代价。他必须判断自己是否愿意在自己的人生、人际关系、计划和决

定等方面都让耶稣基督居首位。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可以在解释或应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解释或应用

比喻的方式知道应当如何解释那个比喻。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表明一个要点。因此，我们不要

尝试从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属灵真理，而是要寻找一个主要的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路十四：28-30 中，轻率的建造者的比喻是教导有关“在神国里使人作门徒”。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开始跟从耶稣基督之前计算清楚作门徒的代价。他必须三思而

后行。” 
 

作门徒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神国的子民考虑到跟从耶稣基督要在余生付上什么代价。根据上下文，一

个人必须考虑作门徒的代价，尤其是在他与父母、家人（妻子和儿女、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生

命、抱负和愿望等方面。他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与父母、家庭、甚至自己的抱负和安全相违的选择。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圣经中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

相对的真理。可尝试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

释。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太六：25-34。作门徒的代价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过于追求物质，如饮食和

衣服。 
 

太十：37-39。作门徒的代价就是要爱耶稣基督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或儿女。当他被拒绝、被离弃、被嘲

笑、受欺压和遇逼迫的时候，他甘愿付上作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必须付上的牺牲，也就是选择为了耶稣基督和

扩展神国的缘故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太七：14；约十六：33；提后三：12。每个人都必须先计算作门徒的代价，然后才委身作门徒。他必须三思而

后行。跟从基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跟从基督就好像进入窄门，并要在窄路上行走（爬行）。跟从基督常

常叫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逼迫。有些人似乎跟从了基督一段时间，后来却离弃真道（来六：4-8；约壹

二：19），就像犹大那样（约六：70-71），大概也像底马那样（提后四：8，10；参看太七：22-23；约六：

66）。然而，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太十一：12）最终也总不会离弃真道（约十：27-28；腓一：6；提后二：

19），纵使他们有一段时间跌倒了（箴二十四：16），就像彼得那样（路二十二：31-32；约二十一：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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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鲁莽的王的比喻 
 

阅读路十四：31-33。 
 

路十四：31-32 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

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王发动战争。王与别的王打仗的事迹，在世界史册上随处可见。 
 

考虑交战的结果。这是君王和他的将领在开战之前的主要任务。特别是当他们知道自己寡不敌众时，他们不得

不作出一个决定：到底要战败收场，还是求和。 
  

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个决定比背城一战而一败涂地好得多。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这个比喻的背景与轻率的建造者的比喻相同。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路十四：25-30。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路十四：31-32。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路十四：33-35。 
 

比喻的应用在故事中暗示了：如果一个人必须行动，就要以最明智的方式行动！如果一个人无法得胜，就求和

吧！ 
 

以下是耶稣论到有关作门徒的教训： 
 

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第三个特质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 
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门徒是全然委身于耶稣基督的。第 33 节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因此，门徒爱基督过于世上所有的财物、关系和抱负。他愿意撇下（放弃）任何东西和

一切所有的，或者与所有人或某个人分离，为要跟从耶稣基督，作祂的门徒。门徒不会容让自己贪爱钱财、成

就、名誉和权力而使自己失去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资格。 
 

如果追求物质、成就、名誉或权力与全心全意跟从耶稣基督之间有所冲突，那么就要拒绝追求物质、成就、名

誉或权力了。如果要在赚钱和全心全意跟从基督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就要抗拒物质和世俗成就的吸引了。门徒

至高的委身对象是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委身可以取代！ 
 

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第四个特质是要像盐一样。 
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门徒对他的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第 34-35 节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

叫他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式，只好丢在外面。”盐这种物质一方面可以防止腐烂，另一

方面可以加添味道。基督的门徒必须像真正的“盐”那样。他们必须制止社会中的道德和灵性腐败，他们的言

语和行为对周围的人来说也要像宜人的味道。 
 

失了味的盐不能当作肥料用在田里。它没有任何用处，即使堆在粪里也不合式。法利赛人和文士把许多自己的

观点和决定强加于神的律法之上，他们所提倡的形式化、律法主义式的宗教，只把重担加在人们身上。它变得

像失了味的盐。这些人没有给以色列的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他们将会被赶出神的国（太八：12；二十一：

42-44）。耶稣警告祂的听众，有些人在真理的知识方面受过训练，后来却决意抗拒圣灵的劝勉，心地变得刚

硬，敌挡基督，这样的人将会无法悔改（太十二：32；来六：4-6；十：26-31）。坚定不移地忠于耶稣基督，

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总不可跟肉体的私欲妥协。耶稣警告祂的听众，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十四：

35；启二：7）。”这代表当一个人听到耶稣基督的话，他总要赶紧行动，不可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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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 
 

耶稣没有给任何细节赋予任何特别的意思。这些细节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 
 

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这些都是相关的细节。在上下文中，第一位王代表的是一个渴望成为耶稣基督门徒

的人，也就是你和我。第二个王，他的军队更大，代表耶稣基督！ 
 

第一个王必须先考虑他能否对抗另一个正在率领更强大的军队前来的王。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因为它是这个

比喻的中心要点或主要信息。每个君王或将领在开战之前都要先考虑自己的胜算和策略。 
 

第一个王必须先考虑胜算。这个比喻的要点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决定是否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必须认识到

耶稣基督和祂不可胜数的天使比他强大许多倍！他必须认识到他要作出一个绝对重要的决定：到底敌挡耶稣基

督，还是顺服耶稣基督！ 
 

此后，第一个王必须作出选择，也要采取行动。他必须三思而后行。然而，他必须采取行动！他不可迟延，因

为第二个王已经起行前来了。耶稣基督已经起行前来与你相会，祂要求完全的顺服，因为祂是万王之王（启十

七：12-14）。你将会在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与祂相会，或更早一点在你离世的时候与祂相会！你必须作出选

择，并且立即采取行动，不可迟延！没有人能够避免与耶稣基督这次重要的相会（面对面相对）。你必须自由

地顺服，否则必灭亡！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路十四：1-33 中，鲁莽的王的比喻是教导有关“在神国里使人作门徒”。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每个人都有责任作出选择，决定是否作耶稣基督的门徒。虽然他必须考虑哪个策

略是最好的，但他必须采取行动！他必须作出选择，并且顺服，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起行，前来与他相会了。

对耶稣基督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神首先要求人计算代价，然后全心全意地顺服祂的王权，人要透过选择来

作出回应。这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稣基督的真义。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不仅是考虑一个人所作的选择的代价和后果。第一个王要作的选择，并不是进攻和保持

中立之间的选择，而是被攻击（因为这是必定发生的！）和求和（因为这是避免那无可避免的攻击的唯一方

法）之间的选择。 
 

那个轻率的建造者仍然可以选择到底是否建造，但第一个王受到攻击。他没有选择保持中立的自由。他不得不

作出选择！他必须作出选择！同样地，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到底敌挡耶稣基督，还是顺服祂。

对耶稣基督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不管一个人是否有宗教信仰，他都必须作出选择，也必须采取行动！ 
 

每个人都不断受到攻击，他们被自己里面的罪恶本性攻击（罗七：14-25；加五：17），被围绕着他们的邪

恶、反基督信仰的世界攻击（约十五：18），也被在其上的撒但和他的恶魔大军攻击（弗六：12）。罪恶的本

性就伏在门前，它要占据和毁灭人（创四：7）。罪恶的世界及其上的情欲的吸引力是十分强烈的（约壹二：

15-17；路八：14）。我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五：8）。 
 

此外，耶稣基督自己也发动攻势！自祂第一次降临在世上，拯救人脱离罪恶、罪疚、羞愧、败坏，以及罪的权

势和辖制，祂藉着祂的话语、祂的灵和祂的工人（传道者）临到世人。在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祂要作基督徒

的终极救主，也要作非基督徒的终极审判者。现在，祂亲自站在心门外叩门。祂渴望进到人心里（启三：

20）。这使人不得不作出决定。祂的降临是无可避免的，也是无可抵挡的！人必须作出选择！耶稣说：「所

以，你当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启二：16）又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 
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儆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

道。」（启三：3） 
 
作门徒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面对几方面的攻击，他们一方面被自己里面的罪恶本性

攻击、被围绕着他们的反基督信仰的世界攻击、以及被在其上的恶魔世界攻击，另一方面，耶稣基督也发动攻

势。他们必须考虑什么东西必须舍弃、放下或丢掉，使他们不再遭受惨重的挫败，以及在属灵和道德上无法弥

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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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采取最糟糕的策略，以及他们可以做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保持中立，所以不必作出决

定！最佳策略，以及唯一明智之举，就是作出决定，并且立志委身。这就是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与神和好，并

且一生都跟从耶稣基督，作祂的门徒（林后五：17-20）。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探索和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路十二：57-59。使人作门徒的最佳策略，就是在诉讼的时候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如果一个人无法胜诉，

就要寻找庭外和解。至于最后的审判（人类历史上的最终审判），最佳策略就是与那位审判所有审判官的终极

审判者──耶稣基督和好。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人逃避永远的定罪！ 
 

路十三：1-5。使人作门徒的最佳策略，就是趁早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否则就为时已晚了！耶稣说：“你们

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林后六：2。使人作门徒的最佳策略，就是立即采取行动，不要拖延。“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太十九：20-24。使人作门徒的最佳策略，就是舍弃任何可能阻碍人作门徒跟从耶稣的东西！对某些人来说，

这可能是舍弃某些财物。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舍弃对权势、成就或名利的野心。然而，对另一些人来

说，这可能是放弃某段关系（箴一：10，15；弗五：5-7）。人若这样行，当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再降临世上的

时候，他必在祂眼前蒙恩宠！ 
 

路十四：34-35；林后二：14-16；三：2-3。使人作门徒的最佳策略，就是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包括自己的

家人、邻舍、反对者，甚至敌人。要赢得争战，最佳策略就是制止道德和属灵上的腐败，就像盐一样。最佳策

略就是传扬福音的好信息，如同馨香之气。最佳策略就是在人群中过着光明正大的基督徒生活，就像一封被众

人所知道所念诵的荐信。 
 

 
C. 总结有关在神国里使人作门徒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 

 

以下是有关在神国里使人作门徒的比喻： 
• 在路十四：28-30，轻率的建造者的比喻。 
• 在路十四：31-33，鲁莽的王的比喻。 
• 在路九：61-62，手扶着犁的比喻（参看手册 11，附录 11） 

讨论。这个有关在神国里使人作门徒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信什

么，祂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基督徒应当是委身于耶稣基督的门徒。 
 

 (1) 一个人必须考虑作门徒的代价。 
每个人都有责任考虑作门徒的代价，尤其是在他与父母、妻子和儿女、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生命和

抱负等方面。代价可能是他必须选择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工作，过于自己与父母、和家人的关系，甚至自己

的抱负和安全。 
 

 (2) 一个人必须作出选择：到底接受基督，还是拒绝基督。 
每个人都有责任作出选择，是否作耶稣基督的门徒，换句话说，到底顺服万王之王，还是反抗祂的命令。对耶

稣基督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考虑清楚，他必须放下、舍弃或丢掉什么东西，以免自己在与耶稣基督的

关系上遭受惨重的挫败。世上没有所谓做一个暂时的基督徒这回事，例如为神的缘故作某个决定，或者在表面

上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又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 
 

一个人可以采取最糟糕的策略、可以做最愚蠢的事情，就是以为自己可以保持中立，因此不必作出决定！最佳

策略就是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与神和好。唯一明智之举就是跟从耶稣基督，作祂的门徒。作基督的门徒的意

思，就是全心全意地顺服耶稣基督和祂的教训。 
 

 (3) 一个人必须在一生中的每一天都作门徒。 
每个人都有责任立志全心全意跟从耶稣基督，在他有生之年每一天都作祂的门徒，直到离世之时。耶稣基督要

求作门徒的人要绝对的委身！ 
 

这三个比喻都教导我们，一个门徒必须计算作门徒的代价！他必须作出决定是否作门徒！当他跟从耶稣基督的

时候，每一天都要拒绝回头看，而是要立志继续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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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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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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率的建造者”和“鲁莽的王”的比喻。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以赛亚书第五、六、七、八章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14) 罗十：12。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九：1-33。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记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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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