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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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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书第二、三、四、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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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第二、三、四、六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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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罗十三：8 

 

两人一组复习。 

(18) 罗十三：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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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童女 

 

太二十五：1-13 中的“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关于 

在神国里的儆醒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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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关于在神国里的儆醒的比喻： 

• 太二十五：1-13 中十个童女的比喻 

• 太二十四：32-35 中发嫩长叶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 路十二：35-40 中儆醒的仆人的比喻。 
 

 

A. 十个童女的比喻 
 

阅读太二十五：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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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婚礼的景象。在圣经中，婚礼是一个社交和宗教的节庆。此外，它也是一个公开的节庆。在圣经中，婚

姻从来都不是秘密的事情；婚礼总是公开的活动！ 
 

在古代，“娶妻”、“订婚”或“许配”（希腊文：mnésteuó）是整个家庭的事。这包括： 

• 选择结婚对象（创二十一：21） 

• 有时候，给新娘的家人送上聘礼作为补偿（创二十九：18，三十四：12） 

• 以及把礼物送给新娘和新郎（创二十四：59，61，王上九：16）。 
 

婚礼是一个公开的活动。它包含下列的一些元素。新娘和新郎穿着结婚礼服（诗四十五：13-14）。他们有伴

娘和新郎的朋友陪伴（诗四十五：14，约三：29）。有婚礼游行的队伍（太二十五：1-14），也有婚筵，婚筵

有时候会持续一个星期之久（太二十二：1-14，约二：1-10，士十四：17）。婚礼中最庄严的仪式是定立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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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由神亲自见证婚盟（玛二：14，箴二：17，结十六：8）！多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也在神、家人、朋友和

基督徒弟兄姊妹面前公开举行婚礼。 
 

只有在婚礼仪式结束之后才圆房（创二十九：21-23，申二十二：13-21；来十三：4） 
 

童女。童女是谁？她们到底是伴娘、朋友的女儿，还是新娘的邻舍呢？婚礼仪式在哪里举行──到底是在新娘

的家，还是在新郎的家呢？当有人喊着叫人出去迎接新郎的时候，童女在哪里呢？她们到底是在户外某个地

方、在路边，还是在房子里呢？她们到底是在新娘的家里，还是已经在新郎的家里呢？她们发挥什么功用呢？

她们是不是在到了新娘的家接新娘时出去迎接新郎和他的朋友，然后以盛大的游行队伍回到新郎的家呢？抑或

她们已经在新郎的家里，与新娘和所有被邀请的客人一同等候新郎来到呢？ 
 

最可靠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没有提及新娘与新郎一起在到达的队伍中。这段经文甚至没有提及新娘。因此，更合

理的假设是，新娘已经到了举行婚礼的地方。她要么在她父母的家里，要么在新郎的家里。由于后者较为常

见，我们假设她在新郎的家里。因此，新娘、被邀请的客人，以及十个童女，都一同聚集在新郎的家里，可能

是新郎自己的新居，也可能是他父母的家里。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新郎还未来到！ 
 

她们出去迎接新郎。第 1 节总结了这个故事，因为她们实际上到了第 10 节才出去迎接新郎。虽然起初十个童

女都打算出去迎接新郎，但严格来说，只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出去迎接新郎，因为五个愚拙的童女去了买油。 
 

灯。这些灯通常是用陶土做的。一盏灯由一个盛油的容器组成，上面有三个孔：一个用来加油，一个用来排放

空气，另一个用来放灯芯。当这些灯在游行队伍中使用时，它们像火把一样用木杆高举起来。当他们听到有人

喊着说新郎快要来到时，灯才首次点起。 
 

婚筵。当整个婚礼游行队伍到达房子的时候，所有客人都进去，然后门就关上了。到了这一刻，比喻的故事变

得比正常情况严肃得多。当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她们被拒诸门外。在普通的婚筵中，

他们不会被拒诸门外。但这是耶稣讲述的一个传达严肃信息的比喻。在祂讲述的故事中，那扇门已经关上，是

不可逆转的！新郎也拒绝承认他认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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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太二十四：1-23。 

这个比喻的背景和之前两个比喻相同：发嫩长叶的无花果树的比喻，以及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的比喻。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太二十五：1-12。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太二十五：13。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要保持警觉，不住儆醒。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或

“时辰”（太二十四：36，42-44，50）！祂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帖前五：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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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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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1) 把比喻当作寓言（寓言化）。 

这个比喻常被滥用作为寓言来解释。虽然有些解经者写了其他很有价值的教导，但他们给这个比喻构想出寓言

化的解释，这些解释无法从上下文推断出来，因此绝对不能接受。举例说： 
 

奥古斯丁（主后 354-430 年）这样解释这个比喻。“五”这个数字代表身体中的灵魂，因为灵魂使用五种感

官。感知的唯一方法就是透过五种感官。因此，凡禁戒不法使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人，都称为

“童女”。可是，一个人仅仅作童女仍不足够，也必须有“一盏灯”，灯象征善行。虽然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

童女都有灯，但只有聪明的童女才有“油”，油代表爱，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最大的是爱。 
 

马丁‧路德（1483-1546 年）这样解释这个比喻。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被弃绝，不是由于她们没有服事，而是由

于她们服事的时候没有“油”，油代表神的恩典。她们靠着自己的资源去服事，而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她们寻

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寻求神的荣耀。 
 

理察‧特伦奇（1807-1886 年）这样解释这个比喻。“灯”代表基督徒生活中一切外在的东西，“油”则代表

一切内在和属灵的东西。因此，在罗马书中，灯代表遵行律法的行为，油则代表叫人得救或称义的信心。但在

雅各书中，灯代表外在的认信，油则代表因真信心而来的行为。 
 

这一切寓言化的解释都不能接受。 
 

 (2) 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十个童女。她们是相关的细节，因为耶稣把天国比作她们！五个聪明的童女代表真正的基督徒，五个愚拙的童

女则代表名义上的基督徒。在现今的世界里，十个童女仍然混杂在一起生活。名义上的基督徒不儆醒，也不预

备；真正的基督徒既儆醒，又预备好耶稣基督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回来！“十”这个数字在地上是一个完整的

数字，但由于耶稣没有加以解释，所以我们无法证明它代表曾活在地上的基督徒的完整数字。 
 

灯。耶稣没有给灯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灯装有盛油的容器、灯芯、一个用来加油的孔，以及一个用来排放空

气的孔。在婚礼游行的过程中，这些灯像火把一样用木杆高举起来。 
 

油。耶稣没有解释油的象征意义。因此，我们不应作出推断，也不应把它寓言化。油是用来膏抹先知、祭司和

君王的，也用作舒缓痛楚的药膏。 
 

如果油确实含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根据赛六十一：1，它是指圣灵的恩膏，人因着圣灵改变生命的大能和

加力而预备好迎接新郎耶稣基督。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为基督第二次降临作好准备，名义上（未重生）的基

督徒却不会为基督再来作准备（亚四：1-6；约三：3，5；帖后二：13）。 
 

五个愚拙的童女和五个聪明的童女。这是十分相关的细节。十个童女都预期新郎在当天来到，但没有一个知道

祂在哪时辰来到。她们都拿着灯，也都盼望参加婚礼。她们都在屋内等候，屋内本身有灯。她们都打盹，睡着

了。但她们之间的主要分别，在于她们当中只有五个是“聪明的”，她们已经作好准备。她们已经预备好新郎

会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来到，所以她们都带着油。另外五个童女是愚拙的，因为她们完全没有预备好迎接新

郎！她们有灯，却没有带着油。她们这样疏忽是愚不可及的，是目光短浅的，也是无可推诿的！ 
 

打盹，睡着了。显然，那十个童女是在她们到达的那所房子里睡着的。她们不是睡在路边的某个地方，因为她

们是在有人喊叫之后才醒来和出去的。五个聪明的童女出去迎接新郎，五个愚拙的童女却出去买油。 
 

人们很容易会把这一点寓言化，认为这代表基督教会的衰落。然而，耶稣没有给这个细节赋予任何特别的意

义。此外，祂在比喻的结尾作解释或应用的时候，指向另一个方向——不是基督教会的衰落，而是基督徒要作

好准备。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都睡着了。只有聪明的童女能够睡着了也无所畏惧，因为她们作好了准备！

那愚拙的活在虚假的安全感中。他们以为自己为灵魂所作的已经足够了，或者他们以为神介入的时候不会那么

快来到，又或者他们以为总有足够的时间去改变和得回他们在生命中失去的机会。他们真是愚不可及！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喊声惊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耶稣没有提到是谁喊叫。

这人可能是其中一个正在等候并保持清醒的客人，也可能是一个陪伴新郎的年轻人。然而，新郎似乎离房子还

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因为童女必须先整理灯芯、倒上油、点灯，然后在黑夜里走一段路去迎接新郎。这是相

关的细节，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仍需要一段时间，然后祂才真正来到。此外，这也是相关的，因为第二次

降临绝对是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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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童女已点亮她们的灯，但愚拙的童女才意识到自己毫无准备。这个细节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加强为基督

第二次降临作好准备这个中心要点或主要教训！半夜有人喊叫，所有童女都醒了，整理灯芯，并点起她们的

灯。仍未完全干涸的灯芯可以旺盛地燃烧几秒钟。但如果容器里没有油，灯很快就会闪烁不定，发出劈啪声，

然后熄灭。就在这一刻，愚拙的童女发现自己没有油。她们才意识到自己毫无准备！她们苦苦地恳求聪明的童

女分点油给她们。 
 

聪明的童女拒绝把她们的油分给愚拙的童女。这个细节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加强愚拙和聪明这个中心要点或主

要信息。聪明的童女拒绝分点油给愚拙的童女，不是因为她们无情，而是因为她们自己需要所有的油。婚礼游

行队伍是缓缓而行的，而且路程也相当远。当时是午夜，四周漆黑一片。童女的任务是出去迎接新郎，然后带

他回到房子里，她们的灯必须一直燃亮着。她们作出拒绝是十分合理的做法。这证明聪明的童女事先考虑周

详，为自己的任务做好准备。愚拙的童女那时自己才发现，尝试在午夜到市场买油根本是徒劳的。愚拙的童女

那时才准备已经太迟了！ 
 

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童女，同他进去坐席。太二十五：6 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

迎接他’！”（希腊文：idou ho numfios，exerchesthe eis apantésin autou）。第 10 节说：“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eis apantésin”这个字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那

将会是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对那些出来迎接祂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出来迎接祂（参看太二十四：40-

41），并且没有参加婚筵的人，都是如此。 

在徒二十八：15，“eis apantésin”这个字用来描述那些离开罗马去迎接和欢迎保罗、然后回到罗马的信徒。 

在帖前四：16-17，“eis apantésin”这个字用来描述那些从旧有的世界被带到（被提到）云里（希腊文：harpaz

ó）与耶稣基督相遇、欢迎祂、归荣耀给祂、因祂希奇的信徒（帖后一：7-10），他们要在这个唯一审判的日

子（太二十五：31-33），与旧有的世界一同受审判（太二十四：29-31；罗八：19-23；彼后三：10-13；参看

启六：12-17；十六：17-21；二十：11），然后与耶稣基督一同降临（作为新耶路撒冷）在新地上（启二十

一：1-2），为与耶稣基督永远同住（帖前四：18；五：10；启二十一：3-5）！ 
 

门关上了。这情况与现实相反，因为地上的新郎总不会把客人拒诸门外！现在仍有机会悔改，进到神的国里！ 
 

可是，这个比喻是关于天上的新郎和祂的第二次降临！门关上了，就不会再开！这是一个相关的细节！将有一

天，进到神国的门必定关上！ 
 

在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进到神国的门是昼夜敞开的（参看约十：7-9）。这仍是恩典的时代。世人仍然蒙神

呼召去为迎接新郎作好准备，换句话说，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可一：15；路四：18-19；十三：1-5；林后

六：1-2）。 
 

然而，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世人就不再有归信或得救的机会了（赛六十一：2 上、中）！在最后审判的日

子，耶稣基督必弃绝所有仍未归信的人。祂必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我不承认你是属

于那些我喜悦称为我子民的人！”（林前八：3；提后二：19）。 
 

在第二次降临之后，在新地上（也就是神国的终极阶段），新耶路撒冷的门总不关闭。万国中所有相信耶稣基

督的人必将自己的尊荣（荣耀和尊贵）归与那城（启二十一：24-27）。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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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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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二十五：1-13 中，十个童女的比喻是教导有关“在神国里的儆醒”。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基督徒必须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并且时刻保持儆醒，随时准备迎接

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祂必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降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门关上了，就不会再开！再没

有悔改的机会了！” 
 

这里强调的不是一个人在世的时候去到耶稣面前，而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事件。在历史上，神终极介入的时刻

将会是突如其来的，也是意想不到的！最后的呼召（太二十四：31；帖前四：16）、最后的收割（启十四：

15-16），以及最后的审判（启十四：18-19）将会是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 
 

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与祂一同进入神国在“新天新地”上终极的显现！那些没有预备的

人，换句话说，那些没有将自己的心和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人，必被排除在外！ 
  

儆醒和预备是神国的两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他们不会沾沾自喜。

他们也不会拖延，不作准备。准备的第一步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约一：12-13）。然后，基督

徒要时刻儆醒，随时准备好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迎接祂。神国的子民知道，一旦耶稣基督回来，恩典

之门就关上，这是不可逆转的！只有当你随时准备好迎接耶稣基督，不因自己当前的行为感到羞愧，到了祂第

二次降临的时候不是两手空空的站着，这样你才真正的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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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文的教导与十个童女的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路十三：22-30。耶稣劝众人离开邪恶，接受祂为救主。他们要切切努力进入神的国，换句话说，要竭尽所

有。他们要与自己的罪恶本性、世俗和撒但对抗，也要与自满、拖延和疏忽对抗。凡努力不懈、顺服基督命令

的，必能进去！然而，得救并不是人努力的结果，而是神赐人恩典，叫人可以遵行祂的旨意（弗二：8-9；腓

二：12-13）。 
  

太七：21-23；八：11-12；提后二：19。耶稣提醒众人，参与基督教会或基督教活动并不保证人可以进入神的

国。最重要的是人因基督在他里面动工而重生，并且耶稣基督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女。 

 

 

B. 发嫩长叶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阅读太二十四：32-35。参看附录 16。 

 

 

C. 儆醒的仆人的比喻 

 

阅读路十二：35-40。参看附录 16。 

 

 

D. 总结有关在神国里的儆醒的比喻的主要信息或教训 
  

讨论。这些有关在神国里的儆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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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所有人都必须知道神或耶稣基督是什么模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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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将会是突如其来的，也是意想不到的。基督发预言论到祂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将

要发生的事情，都必然发生。这个事实应当激励基督徒时刻儆醒，并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作好准备！ 
 

 (2) 基督徒必须知道自己应有的模样。 

基督徒必须时刻准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祂必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降临。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献给耶

稣基督的人，才能够与祂一同进入神国在“新天新地”上终极的显现！那些没有预备的人，换句话说，那些没

有将自己的心和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人，必被排除在外！ 
 

 (3) 真正的基督徒和名义上的基督徒既相同又不同。 

所有宣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要去迎接新郎耶稣基督。 
 

然而，有些基督徒是聪明的。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已经脱离旧人的生活，归向耶稣基督，相信祂，并且

以祂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们深信他们要为基督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过着信靠顺服的生活，并遵行基督的教

训。 
 

其他自称“基督徒”的人是愚拙的。他们称为非真正的基督徒（或名义上的基督徒、文化上的基督徒）。虽然

他们参与各种各样基督徒聚会和活动，他们仍可能被排除在外，不能进入神的国。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太

七：21-23 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重点并不在于你已受洗、或守主餐（或弥撒），或参与基督徒

聚会和活动，而是在于耶稣基督认识你（参看约十：27-28），祂呼召你作祂的门徒并跟从祂（参看路九：57-

62）！ 
 

耶稣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必弃絶所有还没有真正归信的人（也就是不相信祂的人）。祂说：“我说：‘你们必

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约三：7；参看约一：12-13；三：5，16，18，36）。祂不会承认这些人是

属于祂喜悦称为祂子民的人。这些人可能“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后三：5）。他们去迎见

审判主，却毫无准备！ 
 

 (4) 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距离一段很长的时间。 

虽然多个世纪以来有些基督徒一直期待“耶稣基督即将再来”，但基督自己却说要等一段很长的时间祂才第二

次降临。在这段漫长的时期，福音将会传到世上万国（太二十四：14），基督徒必受许多逼迫（太二十四：

9），基督徒要运用他们的才干去传扬基督的国度（太二十五：16，19），并且要在世上万国（群体）中使人

作耶稣基督的门徒（太二十八：18-20）！ 
 

 (5) 耶稣第二次降临将会是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可看见的、可听到的。 

不会有两次第二次降临（第一次是所谓的在大患难之前“信徒或教会被提”，第二次是所谓的在大患难结束时

“基督的显现”）。不会有秘密的（看不见的和听不到的）基督第二次降临！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只有一次，

虽然那是突如其来和意想不到的（路十二：40；帖前五：1-4；彼后三：10；启三：3；十六：15），却是世上

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和听见的（太二十四：30-31；二十五：6；二十六：64；帖前四：16；启一：7）！ 
 

 (6) 一个人所作的预备无法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聪明的基督徒无法把他们所作的预备转移到愚拙的基督徒身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耶三十一：29-

30；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并且亲自向耶稣基督交账。每个人都有责任回转归信，并且相信福音（可一：15；

路十三：1-5）。即使那些从来没有听闻福音或不明白福音的人，也要为自己如何回应神在受造之物（罗一：

19-20）、在他们的心里和良心（罗二：14-16）所发出的启示负责！总而言之，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耶

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太二十五：7-9；诗四十九：7；箴九：12）。 
 

 (7) 毫无准备的人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换句话说，那些在离世之时或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时仍未得救的人，总不会有另一次得救

的机会（太二十五：10-12；十：32-33；二十四：37-42；二十五：34-46；林后五：9-10；加六：7-8；帖后

一：8-9）。（彼前三：18-22 是指耶稣基督升到天上，而不是下到阴间！） 
 

 (8) 所有基督徒都要儆醒和预备。 

因为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和时辰，因此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时刻儆醒和预备（太二十五：13；

箴二十七：1；林后六：2；彼后一：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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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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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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童女的比喻”。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但以理书第七、八、九、十二章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19) 罗十三：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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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十五：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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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