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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              第 14 課 
 

1 禱告 

 

 

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把這一課有關門徒訓練的教導交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約十八：28 至二十一：25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約十八：28 至二十一：25）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 

 

3 背誦經文（20 分鐘）                                ［在基督裏的新生命］ 

基督︰林後五：17 

 

第二個系列的背誦經文是關於“在基督裏的新生命”。五節背誦經文的標題是︰基督、神的話語、禱告、團契

相交和作見證。 

A. 默想 

 

(1) 基督 

 林後五：17 

  

把以下的背誦經文寫

在白板或黑板上，如

下：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五：17 

  

林後五：17 

 
 

1. 保羅與基督的關係如何改變？ 
 

保羅歸信基督之前是一個熱心的法利賽人1。他對耶穌基督的認識純粹是“屬肉體的”。換句話說，他是根據

世界的外在標準“以世俗的觀點”（第 16 節）去看耶穌基督。世人憑着外貌判斷人，而不是根據人內裏真正
的模樣去判斷人。因為耶穌是個木匠，所以人們拒絕承認耶穌是夫子。因為耶穌沒有在任何猶太學校接受過教

育，所以他們拒絕承認耶穌的智慧。因為耶穌是罪人和稅吏的朋友（路七：34），所以他們認為耶穌也是個

“ 罪人”。耶穌確實這樣對法利賽人說：“ 你們卻不知道我從那裏來，往那裏去。你們是以外貌判斷人”

（約八：14-15）。今天世上其他的宗教仍是“以人的標準”去判斷耶穌基督 。然而，保羅歸信的時候面對面

遇見耶穌基督（徒二十六：12-18）。他從此不再以舊有的方式去看耶穌基督了。 

 

2. “在基督裏”是什麼意思？ 
 

從屬天的角度來看，世上只有兩種人。人不是“在基督裏”，就是“在世界裏”。最重要的問題是：“你到底

在哪裏？”這句話的意思是：“你是否已經重生呢”（約三：7）？” 你知道耶穌基督是否在你的心裏呢”

（林後十三：5）？” “你是否新造的人呢？” “舊事是否已經過去呢？” “是否都變成新的了呢？”這就

是林後五：17 所談論的！ 
 

相信耶穌基督，並且相信祂為你受死和復活，是得以“在基督裏”的途徑！人藉着相信耶穌基督受死和復活而

與主耶穌基督合而為一。一個人從相信耶穌基督的那一刻開始便“在基督裏”。 
 

 

“在基督裏”這幾個字精簡地描述了基督徒的救恩。它扼要地概括了基督徒的救恩是豐盛無比的。耶穌基督的
身分和祂所成就的一切帶來重大的影響，表明你作為信徒的身分，以及你將會成為的模樣。  
 

例子。  

                                                           
1 法利賽人是猶太教其中一個教派的成員，他們的特徵是嚴守傳統和律法，自以為比別人優越和聖潔。法利賽人自以為義，拘泥形式，通

常都是假冒為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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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耶穌基督死了，所以你在罪上也死了（羅六：2）。因為耶穌基督擔當了你的罪所帶來的刑罰，所以你

完全蒙寬恕、稱義，而且永不會被定罪（約壹一：9；彌七：18-19；來八：12）！ 

•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復活，所以你的靈也從屬靈的死亡裏復活。你的屬靈生命已經活過來（你已經重生，是

新造的人）。此外，在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你的肉身也會從死裏復活。 

• 因為耶穌基督是神唯一所喜悅的人，所以如今神接納了你，也喜悅你。 

•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捆綁了魔鬼，所以你能夠抵擋魔鬼，並且與耶穌基督一同把人從撒旦黑暗的國度裏奪

回，使他們進入基督光明的國度。 

•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真理，所以現在你知道有關神、自己、 世界和未來的真理。 

• 因為耶穌基督是後嗣，所以你也得以承受耶穌基督的基業，也就是新天新地。 

• 因為耶穌基督是神國的君王，所以你將會與祂一同在新地上作王。 
 

世上任何一個人（非信徒或非基督徒）若願意的話，都可以“在基督裏”。他只需要相信耶穌基督，把自己的

內心和生命交給祂。耶穌基督受死，使你罪得赦免；祂從死裏復活，使你得以活出新生命 ！ 
 

3. 哪些舊事已過？ 
 

新造的人的特徵，是舊事已經一次過在一個特定的時刻（希臘文︰不定過去時態），也就是在你重生的時候，

過去了。那些已過去的舊事，就是一個人還未重生時舊有的偏見、歧視、誤解和奴役。耶穌基督為每個信徒的

罪受死（彼前二：24；約十：11）。因此，每個真正的基督徒都是“新造的人”。  

• 基督徒是“新造的人”，他不再為自己而活，而是為替他受死的基督而活（林後五：15）。因此，他與自

己的關係改變了。 

• 基督徒不再以世俗的觀點去看耶穌基督（林後五：16）。因此，他與耶穌基督的關係改變了。 

• 基督徒不再以世俗的觀點去看其他人（林後五：16）。因此，他與其他人的關係也改變了。 
 

4. 哪些新事將會來？ 
 

新造的人的特徵，是舊事已經變成新的，而且永遠都是新的（希臘文︰完成時態）！神的新創造的嶄新程度並

不像我們買來的新東西那樣，隨着時間過去，這些東西會漸漸變舊、瓦解，而且變得過時。新的創造永遠不會

衰殘、不會玷污，也不會朽壞（彼前一：3-4）。新的創造永遠都是新的！在耶穌基督裏的新生命是多麼美

好！ 

• 基督徒不用再努力去嚴守律法（加六：14-15），而是靠神的恩典而活（約一：16-17）。 

• 基督徒在人面前過着義人的生活，在神面前過着聖潔的生活（弗四：24）。 

• 基督徒按照神的計劃而活，行神所吩咐我們去行的善工，藉此行神的旨意（弗二：10）。 
 

B.背誦經文和複習 
  

1. 寫下。把經文寫在一張空白卡片上，或寫在小筆記簿的一頁上。  

2. 背誦。以正確的方式背誦經文。(1) 基督。林後五：17。 

3. 複習。二人一組，互相檢查對方上次背誦的經文。 

 

4 研經（70 分鐘）                                            ﹝人際關係﹞ 

基督徒人際關係的基礎。 

林前十三：1-13 
 

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林前十三：1-13。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林前十三：1-13。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以下是組員分享他們的探索結果的一些例子。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不一定是以

下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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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3 

探索 1. 愛與世俗抱負的差異。  
 

愛有別於世上每個人（包括屬世的基督徒）都尊崇的七件事：（1）說方言、（2）說預言、（3）揭示奧秘、

（4）展示知識、（5）展示信心、（6）賙濟窮人，以及（7）捨身殉道。我若能夠做到這一切，卻沒有愛，我

就算不得什麼！我無法成就任何有永恆價值的事！我若能言善道，說話動人心弦，卻沒有愛，我所說的便成了

空話，無法叫人信服。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卻沒有愛，我只是用錢去舒緩自己因看見別人受苦而產生的良

心不安或同情心而已。我若成為基督徒同工，因遭遇困境或逼迫而作出重大犧牲，甚至失去性命，卻沒有愛，

這仍與我無益 ！我若沒有愛，這一切的犧牲也沒有價值！ 
 

 

十三：8-13 

探索 2. 愛是最大財富。  
 

愛是最大的財富，因為愛是永遠長存的！第 8 節說：“愛是永不止息”。愛總不會終結！世上每個人（包括屬
世的基督徒）視為最重要的財富都會終結。當先知的預言都應驗了，它們便會停止，因為它們的任務已經完

成，再沒有別的話要說。萬人的方言或天使的話語終必停止。甚至用來寫成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的通用希臘文

也沒有人再說了。人們重視知識，付上多年的時間在學校和大學裏求學，每天花許多時間讀報和看電視去尋求

知識。然而，所有的知識都終必停止，因為昨天的報紙都會被燒掉，十年前的科學書籍已過時，被當作廢紙賣

掉了。所有的知識很快就已經過時，不再有什麼作用了。  
 

可是，使徒保羅特別談到說方言、說預言，以及透過啟示去獲得知識這三種屬靈的恩賜。這些屬靈的恩賜將會

在遙遠的將來停止，也就是當基督再來建立絕對完美國度的時候（林前十三：8-10），或在不久的將來停止，

也就是當基督徒的屬靈生命長大成人的時候（林前十三：11）2。保羅大可以列舉更多例子。他沒有提到錢

財、成就、權勢、地位或名聲。他並沒有說這一切本身都是錯的，但是它們都終必停止。不朽的靈魂必須致力

於不朽的事情。只有三樣東西是不朽和長存的，就是信、望、愛，而其中最大的是愛，因為“神就是愛”（約

壹四：8）！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林前十三：1-13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十三：4 

問題 1. “愛是恆久忍耐”是什麼意思？ 
 

筆記。忍耐是指能夠等待的愛。忍耐是指能夠等待然後才採取行動的愛。忍耐被列作愛的第一個特質，因為愛

通常始於忍耐。愛不是勉強施恩慈。愛並不急於採取行動，而是能夠等待神的提示（歌二：7；三：5），這才

能帶來幫助。因此，忍耐好像一條韁繩，神用忍耐去控制各種表達愛的方式。忍耐就是等待神在人的生命和各

種境況中的作為。雖然忍耐需要等待，卻是以裏面存着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彼前三：4）。忍耐能忍

受困難，例如挑釁、痛苦和別人的軟弱，卻沒有惱怒、灰心或生氣。參看“我們……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

福音被阻隔。”（林前九：12）。 
 

 

                                                           
2 林前十三：11說：“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希臘文 ︰ katargeò，完成時態，“ 我已廢除、擦掉、撇去” 孩子的事，這
些事仍會被廢除、擦掉、撇去！”我不再採用孩子的說話、思想和推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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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4 

問題 2. “愛是有恩慈”是什麼意思？ 
 

筆記。恩慈是指帶有行動的愛。恩慈是主動採取行動的愛。恩慈是尋找方法去幫助人，並且行善。聖經告訴我

們，耶穌四處行善（徒十：38）。祂醫治病人，使被鬼附的人得釋放，又把福音傳給窮人（太十一：4-5）。

恩慈是友善和溫柔，而不是批判和排斥。你無法跟每一個人成為朋友，卻可以溫柔待人（腓四：5）。恩慈是

把握機會去叫眾人喜歡（林前十：33）。曾經有人這樣寫道：“我只會走過這個世界一次。因此，我若能為人

做好事或向人表達善意，讓我現在就付諸行動吧。讓我不要推遲或視而不見，因為以後也許再沒有這樣的機會

了。” 
 

 

十三：4 

問題 3. “愛是不嫉妒”是什麼意思？ 
 

筆記。不嫉妒的愛是指慷慨。慷慨是不與人爭競的愛。當你嘗試行善，你會發現有人做同樣的事情比你做得更

好。不要嫉妒他們。嫉妒是對那些與你志同道合的人懷着敵意。嫉妒是想要奪去屬於別人的東西，例如他人應

得的贊賞（功勞）和榮譽。慷慨是滿足於自己的身分、所擁有的一切和能夠做的事，並且存着感恩的心。慷慨

是不向人懷恨，卻欣賞別人的身分、所擁有的一切和能夠做的事。 
 

 

十三：4 

問題 4. “愛是不自誇”是什麼意思？  
 

筆記。不自誇的愛是指謙虛。謙虛是採取了行動之後所展示的愛。當你展示了忍耐、恩慈和慷慨之後，你需要

這種愛。謙虛是對自己所做的事絕口不提，並且把它忘掉。謙虛是對自己的優點和成就作出中肯的評價。謙虛

是不誇大其辭，也不向人賣弄知識。謙虛是不刻意要令人留下好印象、不吹噓，也不炫耀。謙虛是不刻意要讓

人注意自己。 
 

 

十三：4 

問題 5. “愛是不張狂”是什麼意思？ 
 

筆記。不張狂的愛是指謙卑。謙卑是你採取行動之前所展示的愛。謙卑是不四處宣揚自己的優點 （例如自己

的知識和能力），也不會隱藏自己的弱點。謙卑是保持誠實。謙卑是對自己的能力有合乎實際的看法。謙卑是

不誇耀自己的重要性、能力、財富或成就。謙卑是不狂傲自滿。謙卑是不會盛氣凌人，也不會貶低別人。謙卑

是不會試圖令人留下好印象。謙卑是不會裝腔作勢，也不會自我吹噓。 
 

 

十三：5 

問題 6. “愛是不作害羞的事”是什麼意思？ 
 

筆記。愛是不作害羞的事，這是指禮貌。禮貌是社交互動時所展示的愛。禮貌是在小事上所展示的愛。有禮貌

是指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良好態度，總不做出粗魯或無禮的行為。有禮貌就是保持圓滑、得體、仁慈、體貼的

態度和同理心。有禮貌就是對別人的文化、價值觀和習俗保持敏銳。有禮貌就是替人着想，顧及別人的需要和

感受。禮貌讓你在每個社群與人交往都得心應手。 
 

 

十三：5 

問題 7.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是什麼意思？ 
 

筆記。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這是指不自私。不自私是在你行使權利時所展示的愛。不自私就是清楚瞭解自己

的特權，卻不去尋求自己的權利。不自私是不會為自己圖謀大事，因為世上沒有偉大的事，唯有在神裏面才找

到偉大的事。不自私就是致力在他人身上推展神的工作和神的國度。不自私就是不追求自私的野心，如身分、

地位、權力、名譽、財富和享樂。不自私就是既不尋求自己的益處，也不利用他人達到任何目的。世人追求幸

福，以為中彩票、擁有物質的財富、願望得以實現就是幸福。擁有和獲取並不會帶來幸福，唯有施予和服事才

能帶來幸福！耶穌說：“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太二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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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5 

問題 8.“愛是不輕易發怒”是什麼意思？ 
 

筆記。不輕易發怒的愛是指溫柔。溫柔是指在一個人的性情中所蘊藏的愛（內在的本質）。在人性中，壞脾氣
最具破壞力。壞脾氣使人際關係、家庭、教會、甚至社群的關係破裂。壞脾氣使婚姻關係、友誼和睦鄰關係枯

萎。壞脾氣是人裏面最能產生痛苦的力量。壞脾氣包括易怒、煩躁、憤怒、殘暴；仇恨、驕傲、自義、固執；

怨恨、不饒恕的心（苦毒）和憂鬱。壞脾氣是藏在內心深處的惡念或未解決的問題所產生的症狀。壞脾氣暴露

了人心中的腐敗，往往一不留神便會發出來。壞脾氣暴露了一顆未改變或未降服的心。只有當你生命的每部分

都降服，讓基督來掌管，基督才會改變你的性情。愛必流進你內在的本質。溫柔就是接受他人或環境所帶來的

損壞和傷害。溫柔就是不輕易動怒，也不會草率地斷定別人的言行是對你個人的攻擊。溫柔就是不容讓負面的

反應。 
 

 

十三：5 

問題 9.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是什麼意思？ 
 

筆記。愛是不計算人的惡，這是指饒恕。充滿饒恕的愛是在惡劣或破碎關係中的愛。有些人把別人對他一切的

冒犯牢記在心。他們不停發洩自己的怨恨，極力捍衛自己的義，不斷拉攏別人支持他們去敵對那個冒犯者。這

些人充滿苦毒。來十二：15 警告我們，苦毒的人會造成擾亂，叫人沾染污穢。他們使人們對別人猜疑，使人

們的關係破裂，用是非、謠言和毀謗的話把四周污染。唯有神的愛才能醫治這種不良的情況。只有當一個人明

白神能寬恕他所有的罪，不再紀念那些罪（來八：12），他才能夠饒恕人和忘記所受的冒犯。充滿饒恕的愛是

快快的饒恕別人，忘記所受的冒犯。充滿饒恕的愛就是沒有苦毒或怨恨。充滿饒恕的愛就是不會報復，也不會

回想過去所受的冒犯。一個人若不饒恕別人的過犯，神也不饒恕他的過犯（太六：14-15）！ 
 

 

十三：6 

問題 10. “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是什麼意思？ 
 

筆記。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這是指真誠。真誠是面對弱點和缺點時所展示的愛。真誠是承認每個人

都有弱點、每個人有時也會失敗。真誠總不會幸災樂禍，反倒因看見別人在真理和公義上長進而高興。 
 

 

十三：7 

問題 11. “愛是凡事包容（或作忍受、忍耐）
3
”是什麼意思？ 

 

筆記。愛是凡事包容，這是給那些粗心的人的愛。凡事包容的愛使人遠離各種惡事。這愛是寬容，面對令人討

厭的人也默不作聲。這份愛保存別人的聲譽，也不會說長道短。 
 

 

十三：7 

問題 12. “愛是凡事相信”是什麼意思？ 
 

筆記。凡事相信的愛是給那些充滿懷疑的人的。信任你的人會給你帶來影響。人在充滿猜疑的環境下會枯萎，

在充滿信任的環境下卻會興旺。有時候，人們在沒有真正了解的情況下認為別人懷着不良的動機或意圖。然

而，充滿信任的愛會重視別人，以正面的態度去看別人，不會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懷疑對方的意圖或言

行。充滿信任的愛使人赤露敞開，把內心深處的思想和感受（甚至你的問題和軟弱）告訴別人。當然，別人可

以濫用這些他們所知道的事，但是如果沒有信任，愛便不可能存在了。 
 

 

十三：7 

問題 13. “愛是凡事盼望”是什麼意思？ 
 

筆記。凡事盼望的愛是給那些自義的人的。自義的人認為自己總是對的，別人總是錯的。人很容易會認為別人

都是錯的，而且總不會是對的。自義的人並不預備別人會改變。更糟的是，他們不希望別人改變，好使他們可

以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然而，凡事盼望的愛不會認為別人無可救藥而放棄那人，反而期望神在

那人身上動工，使他改變。凡事盼望的愛不會認為處境絕望而放棄，反而期望神透過困境成就祂最美好的旨

意。 
 

 

                                                           
3希臘文︰stegò，“ 保持沉默”、“保密”、“給人蓋上屋頂（希臘文︰ stegè）”。或可解作：“忍受”、“忍耐”（林前九：12； 帖

前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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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7 

問題 14. “愛是凡事忍耐”是什麼意思? 
 

筆記。凡事忍耐的愛是持久的愛。凡事忍耐的愛是堅持去行神眼中看為正的美事，無論遇到任何試煉或試探都

不放棄追求信、望、愛。凡事忍耐的愛是在神的國裏持續結果子，沒有‘停止’的一刻。愛不是一時心血來

潮，而是基督徒每天生活的重要力量。 
 

 

十三：8 

問題 15. “愛是永不止息”是什麼意思? 
 

筆記。永不止息的愛是愛的總綱。永不止息的愛是無時無刻、恆久長存的愛。這份愛總是不斷給人帶來影響，

使每個擁有這份愛的人完全得着滿足。愛永遠不會消逝，因為神就是愛（約壹四：8）！神充滿忍耐和恩慈！ 
 

 

十三：9-13 

問題 16. “說預言”和“說方言”的恩賜是什麼意思? 

林前十三：9-13 的解釋可參看“Delta Plus study 29” 課程：“屬靈的恩賜，特別是說預言和說方言的恩賜”

（www.deltacourse.org）。 
 

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林前十三：1-13 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林前十三：1-13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三：1. 把焦點放在愛，而不是屬靈的恩賜上。 

十三：1-3. 你說話、施予和犧牲都要出於愛。 

十三：4. 對你的配偶和孩子要有耐心。忍受困境和痛苦，不要惱怒或怨恨。 

十三：4. 要有恩慈。友善地對待每個人，尋找方法去幫助他們。 

十三：4. 要慷慨。欣賞別人所擁有的東西、能力和成就。 

十三：4. 對自己的優點和成就保持謙虛。 

十三：4. 要謙卑。不要狂傲自滿，也不要盛氣凌人或貶低別人。 

十三：5. 要有禮貌。培養良好態度，在任何情况下待人接物要圓滑。 

十三：5. 不可自私。不要追求自私的野心，卻要致力在他人身上推展神的國度（王權）。 

十三：5. 要溫柔。要除掉壞脾氣，不要草率地斷定別人的言行是對你個人的攻擊。 

十三：5. 要饒恕得罪你的人，因為神已經饒恕了你。 

十三：6. 要真誠。不要幸災樂禍，卻因看見別人長進而高興。 

十三：7. 要維護他人的聲譽，不要說長道短。 

十三：7. 要信任人。不要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懷疑別人的動機或意圖。 

十三：7. 要有盼望。不要認為別人無可救藥而放棄對方，卻期望神在那人身上動工，使他改變。 

十三：7. 要堅忍。總不放棄行神眼中看為美的事。 

十三：8-13.  以愛神、愛人和愛自己作為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標。 
 

2. 從林前十三：1-13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當我的孩子不立即聽從我的吩咐時，我便會動怒。因此，我要操練自己，使我對他們更有忍耐和恩慈。 

  

我注意到有時我會懷疑別人的動機。因為愛是凡事相信，所以我要操練自己以正面的態度去看別人，視他的言

行是出於善意的。 

 

第 5 步。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林前十三：1-13 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 2016 “空中門訓”門徒訓練手冊 2                第 14 課：基督徒人際關係的基礎 7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成兩至三個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世人禱告。 

 

6 準備（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與另一個人或群體傳講、教導或研習林前十三：1-13 的研經。 

2.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徒一：1 至四：22 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3. 背誦經文。（1）基督。林後五：17。每天複習前五節已背誦的經文。 

4.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5. 更新你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經文筆記、研經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