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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                      第 43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借着祂的靈指引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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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20分鐘）                                            ﹝所表達的態度﹞ 

感謝神 
 

默想 

敬拜是表達你對神的態度。 

主題：感謝神。 

 

閱讀詩一百零七：1-9、10-16、17-22。 

神回應禱告，施行神蹟，教導我們學習美善和教訓。 

讓少數人講述神在其生命中已應允的禱告；神已施行的神蹟；或祂教導你的美善或教訓。例如： 

• 祂拯救了你的生命 

• 祂賜予你終身伴侶 

• 祂賜予你健康的自尊 

• 祂幫助你饒恕敵人 

 

敬拜。  

就以上其中一方面以一至兩句輪流感謝神。 

 

3 分享（20分鐘）                                                     ［靈修］ 

斯二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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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二、三、四及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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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講授（70 分鐘）                                                   ［主權］    

尋求神的旨意 
 

“你怎樣能經歷神對你一生的美好計劃？” 

“神的屬性與祂對你人生的計劃有何關係？” 

“什麼指導原則有助你尋求神對你所作決定和選擇的旨意？” 

“神給你哪些自由作出某些決定和選擇？” 
 

A. 神的旨意或計劃與神的屬性有關 

1. 神啟示的旨意和計劃。 
 

弗一：11-12 說：“我們也在他（神）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着他旨意所豫定

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 …… 可以得着稱讚。” 

 

作為基督徒，你有特權和責任去尋求祂的旨意，並在你生命中尋求祂的指引（弗五：10、17）。神應許會引導

你（詩三十二：8-9）。祂已將聖經給你，當中祂啟示了祂對你的旨意及其指引。聖經是神給你人生的地圖和

指南針（詩一百一十九：105）。  

 

神對全世界有一個計劃，祂對你人生的計劃完全符合此計劃。你人生中的具體任務和貢獻，都是按照你的個性

量身定做。神創造你，同時為你的人生設計了計劃。神會親自帶領你，執行祂對你人生的計劃。 

 

但為了尋求和實現神的旨意及對你人生的計劃，你必須認識神（聖經中的神）！你越了解神的屬性，就越發相

信祂、祂對你人生的旨意和計劃（詩一百四十五：8-9；詩二十三：1-6）。你越認識神（在聖經中）的真理，

就越會了解神對你人生的旨意和具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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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隱藏的旨意或計劃。 
 

神並沒有透露祂對世界或你人生的整個計劃。其中一部分計劃仍然隱藏（申二十九：29）。因此，你有時無法

理解祂為何允許你人生中的某些困難環境。但你可以相信神隱藏的旨意的目的總是對你最好（羅八：28）。幸

運的是，神彰顯了祂許多旨意和計劃。祂這樣做是為了讓你與耶穌基督（神）建立親密的關係，並且毫不猶豫

地信靠和服從祂。 

 

但是神如何向你啟示祂的旨意和計劃？你如何能夠尋求神對你所作決定和選擇的旨意？神透過聖經給你指引來

實現這一點。神在聖經中給予具體和一般性指示，指出你如何尋求及遵行祂的旨意。 
 

 B.  聖經中尋求神旨意的三個具體指引 
 

具體指示是什麼？ 

神已給了三個具體指示說明你必須做或不該做的事情： 
 

指示 1.                               神在聖經中的命令 

遵守所有適用的命令。  

例如，神命令你孝敬父母（出二十：12）。 
 

指示 2.                               神在聖經中的誡律 

遵守所有適用的誡律。  

例如，神禁止淫亂（出二十：14）。 
 

指示 3.                               神在聖經中的教導 

遵守所有適用的教導。  

例如，神教導你饒恕別人（太六：14-15）。 
 

關於你必須做或不該做的具體指示都必須正確解釋（參看手冊 3，第 29課），並且必須遵守。 
 

如果你必須作決定或選擇時尋求神指導，你必須首先尋求並遵守神關於這個議題的具體指引。問自己以下問

題：  
 

  知識。神在聖經中關於這個議題的具體指示是什麼？  

（詩一百一十九：105；路十：25-26；羅十五：4上；林前十：6、11；提後三：16-17）。 

解釋：聖經中哪些命令、誡律和教導適用？研讀聖經並收集所有關於這個議題的經文。總是正確並在其背境之

內解釋聖經（提後二：15）。 

 

  態度。不管是什麼，我願意順服神的旨意到何等程度？  

（太二十一：28-32；路六：46-49）。 

解釋：神希望你不僅聽祂說什麼，還確實按祂所說的去做。 

 

  順服。我順服神在過去已透露給我的指示到何等程度？ 

（箴一：32-33）（閱讀箴一：22-33）。 

解釋：只要你不順服神過去告訴你的事情，就不能期望神向你透露祂想教導你的新事物。 

 

  感動。最近聖經中哪個真理（應許）觸動我？ 

       在我靈修時什麼信息激勵我？ （詩一百一十九：130；詩一百四十三：8、10；賽五十：4-5）。 

解釋：當你靈修、閱讀或研讀聖經時，期待神與你說話。注意不要扭曲聖經中神話語的意思，特別是當你應用

時。 
 

C. 聖經中七條關於尋求神旨意的一般指示 

  (1) 一般指示是什麼？ 

當聖經中沒有就你所探究的主題作出具體指示，那麼神給你自由，基於七條一般指示作出明智決定。  
 

聖經中有幾條一般指示可幫助你作出明智決定。例如： 

▪ 找出主的旨意。嘗試了解什麼討主喜悅（弗五：10）。 

▪ 考慮什麼是明智（弗五：15-16）。 

▪ 盡一切努力去做帶來和平的事（在關係中），以及造就人的事（羅十四：19）。 

▪ 考慮什麼是可行的、有益處的和造就人的（林前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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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聖經中的具體指示，神也給你七條一般指示，以尋求祂的旨意和指引。視這七條指示為燈塔，引導你的船舶

安全駛入港口，也就是說，這有助你作出正確決定。如果你想確定神正在引導你進入一個特定方向，那麼這七

個燈塔必須相互一致！ 
 

 (2) 作出明智決定的七條一般指示如下： 
 

指示 1.                            智慧和自由 

根據智慧作出決定。 
 

神透過智慧引導基督徒。智慧的來源是：神的話語（詩一百一十九：97-100）、神的靈（賽十一：2）、禱告

（雅一：5）、謀士（箴十一：14）和研究（運用你的思想）（尼二）。為了作出明智決定，你可就這議題問

自己以下問題： 
 

  什麼只是好的，什麼是真正更好？（林前七：1、9）。 

 

  什麼導致麻煩，什麼帶來快樂？（林前七：28、40）。 

 

  什麼只是可行的，什麼是真正有益處和造就人的？（林前十：23）。 

 

  什麼只是建議，什麼是真正必須？（林前十六：4；林後九：5）。 
 

解釋：即使某件事情是好的，得到允許，甚至是建議的，但並不表示別的做法不會更好、更有益處、更造就

人！ 
 

因此，不要只滿足於“好”，而是要尋求“最好”！ 
 

神的智慧往往會引導你作出一個可能的選擇或決定。但當幾種可能性似乎都好，也是有益處和造就人的，甚或

是必要的，那麼神給你自由在這些可能性中作出選擇。他的主權統治將引導你進入一個正確和明確的方向（箴

十六：33；得二）。 
 

以下例子表明，有時多於一個選項可討神喜悅，基督徒可從中自由選擇。  

▪ 基督徒可自由進食，或只吃素食（羅十四：1-4）。 

▪ 基督徒可自由將所有日子視為同等，或將部分視為特別日子（羅十四：5-6）。 

▪ 基督徒可自由結婚，或維持獨身（林前七：8-9、39）。 

▪ 基督徒可自由決定在財務上支持誰，以及給予多少（林後九：6-7）。 

當然，基督徒的自由必然與整體聖經教導相符。 
 

指示 2.                          智者和家長的建議 

只有在考慮別人的建議後才作選擇。 
 

神安排智者給你提議。神警告你不要反叛和獨斷獨行（賽三十：1-2 上），好使你能作出明智決定。你可問自

己以下問題： 

 

   靈性成熟和公義的基督徒在這個問題上有何建議？聰明的非基督徒建議什麼？（箴十五：22）。 

解釋：你諮詢的建議越多，就有越多的事實可考慮。這些人越了解你、你的情況和有關問題，他們可給予更好

的建議。當問題涉及屬靈和道德方面，謀士必須是基督徒，因為非基督徒沒有基督的心（林前二：12-16）。

他們必須在屬靈上成熟，因為不成熟的基督徒不能辨別好歹（來五：14）。他們必須敬虔和公義，因為神不聆

聽不義的人（彼前三：12）。 

 

  父母對這個問題有什麼建議？特別是當我還年輕？（箴一：8-9）。 

解釋：特別是當你仍然年輕，神會使用你的父母來撫養你。但當父母顯然違背神的命令，你必須堅決但友善地

拒絕服從他們（太十：37，徒五：29）。 

 

  我以前是否得到建議，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或迴避跟從建議？（箴一：25-26；箴十九：20-21）。 

 

指示 3.                                    能力和任務 

作出與你能力和呼召相應的決定或選擇。 
 

神創造你，賦予你獨特個性，以承擔有意義的任務。這使你能按照祂的旨意和計劃而活。你的能力和限制都是

出於神，是祂對你的旨意。為了作出明智決定或選擇，你可提出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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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賜給我哪些天賦和屬靈恩賜，祂希望我如何使用這些能力來實現祂的旨意？（林前十二：4-6）。 

解釋：神創造一個特別的你，擔當特定的任務。 

 

  我的決定或選擇多大程度促進或阻礙我的個性發展或執行（實現）任務？（林後十三：10）。 

解釋：你的個性包括以下各方面：基督徒的信念、價值觀、情緒和行為。你的任務包括：日常工作、長期和短

期目標、神的呼召和神給你的任務（例如徒二十：24）。你在生活中作的某些決定可能污染你的品格，損害你

的個性，並對你的任務產生負面影響。考慮那些能建立品格、發展個性和促成工作的決定和選擇。 

 

你必須立即離開對你有負面影響的關係和活動（詩一：1；箴一：10、15；林後六：14 - 七：1）。尋求那些激

發愛心和善行的關係和活動（來十：24-25）。 

 

  神希望你將哪項活動放在首位，或讓你感到這些活動比其他的活動或任務更重要或更迫切？為什麼？（太

六：33）  

解釋：人生中並非所有事情都同樣重要。寧願為永恆的事物獻出最好的時間和精力（參看林後四：18；林後

五：7；西三：1-3）。 

 

指示 4.                            事實和情況 

根據事實而不是情況作決定。 
 

神仍是主宰你地位和生活環境的君王（徒十四：16-17；徒十七：26-27）。為了作出明智決定，你可問自己以

下問題： 

 

  我是否盡量收集有關這個議題的事實（信息）？（箴二十五：2；尼二）。 

解釋：基督徒必須收集事實，並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上學習美善的事物。例如，如果你必須選擇一份工作，

請尋找以下資訊： 

▪ 工作描述、工作條件、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工作環境。 

▪ 工作中的人際關係、權力架構、對誰負責和為誰負責。 

▪ 薪酬、福利、退休金、晉升機會。 

▪ 我將如何受到尊重和讚賞？ 

▪ 我的謀士如何看這份工作？ 

 

  我的情況如何？  

解釋：你的情況指引你的方向，是否與神透過另外六個指示給你的指引一致？（林前十六：8-9；腓一：

12）。 

 

  我是否有無虧的良知，沒有任意妄為操縱環境？  

解釋：當你良知敗壞（有罪），你不能指望神會帶領你（徒二十四：16）。 

 

  我遇到的障礙是否來自神，為要阻止我（徒十六：6-10）？ 

還是來自撒但，挑戰我是否堅持信仰？（帖前二：18）？ 

解釋：撒但可以影響你的環境，加以阻止你，但神可以改變你的境況。因此，祈求神讓你明白這些障礙如何促

進你更加堅忍，發展你的品格。 

 

指示 5.                                思考和感受 

根據真誠的想法和感受作決定。 
 

神希望你全心全意愛祂（可十二：30）。為了作出明智決定，你可問自己以下問題： 

 

  我真正的渴望是什麼？我的思想有哪些考慮（想法、思考、動機），以及我的心態（感受）是什麼？（代

上二十八：9；詩三十七：4-6）。 

解釋：告訴神你真正想要、渴望或感到什麼。與神討論你的動機。找出你的意願和動機是否符合神的旨意，從

而加強神的旨意，或它們是否試圖說服你不遵行神的旨意，而是作一個較差、甚至是錯誤的決定。 

 

考慮以下事情：追求事業、試圖贏得某人青睞、渴望致富、有權勢或出名、由於某種不公而氣憤。也考慮以下

事情：做一些富有成效、有影響力及能幫助別人信仰成長的事情。哪些願望和動機是來自神？哪些是試探，使

你作較差或甚至錯誤的決定或選擇？為你的願望、感受和想法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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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決定或選擇多大程度影響涉及的人的生命際遇（例如，妻子和孩子）？他們的想法和感受是什麼？

（腓二：3-4）。 

解釋：不要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也要考慮鄰舍的利益。 

在神眼中，你的妻子和孩子在你大部分決定或選擇中都非常重要（申二十四：5；太十九：5-6；林前九：5；

提前三：2、4-5）。. 

 

  當我正在考慮所有這些指示時，我心裏是否經歷持久的平安，並越來越相信神正在引導我？（賽三十二：

17）。抑或我內心感到不安、不耐煩、困惑和掙扎？（賽五十七：20-21）。 

 

▪ 這種“平安”是否只是因為你作出決定或選擇後疑惑和焦慮的思想和感受消失了？ 

▪ 抑或這種“平安”是即使面對人的疑惑和情緒波動，仍然對神和祂的話語保持穩固的信靠？ 

 

指示 6.                            適當的時間和信心 

不要作過分倉促的決定或選擇 
 

神給你足夠時間去做你應該做的事（傳八：5 下-6 上）。一切都有適當的時間。為了作正確的決定或選擇，你

可問自己以下問題：  

 

  我的慾望和情緒是否迫使我行動太快？（箴十九：2）。 

解釋：別急於作決定或選擇。抽時間從事情的不同方面和後果思考，因為你可能出於自私的野心、邪惡的熱

心、沒有節制、驕傲、復仇或急躁而犯下大錯。 

 

  抑或我的慾望和情緒使我在行動前退縮（拖延）太久？我的慾望和感受是否使我無法作出決定或選擇，而

我已經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弗五：15-16；雅一：5-8）。 

解釋：如果神已給你答案，不要猶疑不決，並等待天堂再發來另一個“電子郵件”、“短信”或“應用程

序”。等待過於確鑿的證據，或出於自私的動機、自我保護、缺乏信心和恐懼的等候，會導致你錯過大好機

會。因此，不要拖延。  

 

  我在屬靈上是否夠成熟，可辨別涉及的重要問題？抑或我應該給予更多時間在屬靈上成長，直到我準備好

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來五：14）。 

解釋：關於約會、婚姻和神的特殊呼召，需要屬靈上的成熟。 

 

  神希望我憑信心行事（踏出信心一步），抑或不要我憑信心行事（不要踏出信心一步）？（來十一：

6）。 

解釋：你還未完全成聖，你的理解是有限的。犯錯是人之常情，承認錯誤是真正的謙卑。當你真誠地明白某件

事是神的旨意，就應該憑信心行事。然而，如果後來證明是錯誤的決定，那麼你應該相信神會掌管整件事，看

顧你和別人所面對的一切後果。神是權能的。神時刻都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羅八：28）！ 

 

指示 7.                                              禱告和聖靈的催促 

懷着禱告的心作決定，並與神的靈一致。 
 

神讓你透過禱告直接親近祂（路十一：9；弗三：12；來四：16）。聖靈使你信服真理，使你認罪，教導你公

義（即基督所得的義和祂眼中看為正的事），並警告你有關審判的事（即如果你忽略祂的公義）。聖靈會提醒

你關於基督的話語（約十六：8、13）。為了作出明智決定，你可問自己以下問題：  
 

  我是否為另外六大原則獲得的信息作充分祈禱？（腓四：6-7）。 

解釋：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將你所要的告訴神。告訴祂你的想法、感受和期望。繼續祈禱，直到你知道應該做

什麼。你的禱告可能會改變，也可能你對有關事件的禱告會減少。 
 

  聖靈到底促使我採取某種特定的行動方式，抑或不採取這種行動方式？（徒十一：12上；徒十六：7） 

解釋：神可直接接觸你。祂已讓聖靈成為祂的代表，與你同在，並住在你裏面，以便讓你知道什麼是對，什麼

是錯，帶領你進入一切真理，並提醒你祂在聖經中的話語（約十六：8；約十六：13-14；約十四：26）。聖經

是聖靈所啟示的（提後三：16-17）！ 
 

聖靈在你心裏主觀說的話，決不會抵觸祂在聖經中對你客觀說的話（弗六：17）！基督徒必須辨別基督的聲音

（賽八：20；羅十：17；約壹四：4）和邪靈的聲音（賽八：19；太二十四：24；提前四：1和約壹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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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你如何作出明智決定？ 
 

神希望帶領基督徒。祂應許：“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詩三十二：

8）。但基督徒仍須尋求/探究神的旨意（弗五：10、17）。 
 

1. 根據聖經中的具體指示和七個一般指示作明智決定。  
 

總是先考慮聖經中關於這個問題的具體指示。 

然後考慮七條一般指示。 

這樣神會向你指示該走的路。請按以下步驟做：  
 

 (1) 收集資訊。  

用以下三欄記錄從具體指示和一般指示收集的資訊。  

優點 

- 

- 

- 

缺點 

- 

- 

- 

其他可能性 

- 

- 

- 
 

 (2) 等待。 

如果你仍然無法作出決定或選擇，可作更多研究和禱告。  
 

 (3) 有智慧。 

如果探討的議題在情感上很嚴肅（例如約會、結婚、治療和呼召），則應優先考慮聖經中的具體指示，並向尊

重神的成熟基督徒尋求意見。 
 

 (4) 正確解釋。 

別以為神只會透過單單一節使你感動的經文來作出引導，而是要根據聖經詮釋學和正確的背景對那節經文作出

解釋（提後二：15）。1 
 

 (5) 決定並採取行動。 

當所有事實明確指向一個方向，那便憑信心作出決定和行動。 
 

 (6) 繼續信靠神。 

當行動變得艱巨，“神在光明中向你顯示什麼，你不要在黑暗中有所懷疑”。繼續相信神之前告訴你的事情，

憑信心行事。 
 

 (7) 降服。 

尋求神旨意的最後一個條件是願意接受神完美的旨意並順服它（太六：10）。因此，你應該總是禱告說：“不

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完美）的意思。」（路二十二：42下）。 
 

2. 選擇討神喜悅的事情。 
 

閱讀羅十二：1和腓二：3-7 中的例子；路二：46-52；路十四：10-14。 

探索和討論。什麼自我犧牲的決定或選擇可討神喜悅？ 
 

 (1) 別人的利益。 

不要爭取/尋求自己的利益，也要顧及別人的利益（腓二：3-4）。 
 

 (2) 你的家庭。 

不要以犧牲家庭幸福為代價追求事業成功，你可委身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提前三：4-5）  
 

 (3) 窮人。 

不要請你的朋友、鄰舍和其他重要的人到你家中吃飯，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路十四：

12-14）。 
 

3. 順從按照神旨意行事的條件。 
 

探索和討論。符合神旨意行事的條件是什麼？ 
 

 (1) 與神建立關係。 

盡力與神建立個人和信靠的關係（約十五：5）。  
 

 (2) 決定順服。 

下定決心按神在聖經中所說的話語行事（路六：46-49；腓四：9）  

                                                           
1 參看手冊 3，第 29課的規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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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降服於神隱藏的旨意。 

你的境況往往與神隱藏的旨意有關。“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羅八：28）。 
 

 (4) 改變你的想法。 

“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十二：2；腓四：8）。 
 

一方面，你不應讓邪惡世界的各種吸引或錯誤的同伴壓力塑造你。例如，注意不要說髒話或無禮的語言。不要

唱或聽淫穢或令人反感的音樂。不要閱讀色情的書籍和雜誌。注意不要穿誘人的衣服。避免捲入可疑的活動。

不要與世俗的同伴保持親密關係。  
 

另一方面，你應該透過閱讀聖經、順服神的聖靈、與基督徒相交等，更新你的心思意念。 
 

E. 尋求神旨意的概要圖示 
 

教導。關於尋求神旨意原則的總結，你必須根據這些旨意作決定和選擇。 
 

1. 若有特定的指示。 

如果關於這個問題聖經中有具體的指示（命令、誡律、教導），你必須順服！ 
 

2. 若只有一般指示。 

如果聖經中沒有具體的命令、誡律或教導， 

你必須根據聖經中的七大一般原則作出明智的決定或選擇。 

或你可跟從聖經中某人物的好榜樣（林前十一：1）。 
 

3. 若只有隱藏的事項。  

你必須把所有其他事例交託給神的主權， 

換句話說，你必須完全順服於祂隱藏的完美旨意。 

 

神 

 

神的權能旨意 

(弗一：11) 

 

                                                                                                                                                                 

                                                    啟示的旨意                                                                         隱藏的旨意                                        

                                                         (聖經)                                                                    (賽五十五：8-11) 

                                                                                                                                                                

                      神隱藏的 

 有具體 

教導、命令和誡律： 

 

向此 

   遵從， 

降服自己 

沒有具體 

教導、命令和誡律： 

 

根據聖經中 

七條一般指示 

作明智決定 

 

基督和使徒們的 

例子： 

 

 

選擇討神喜悅的事 

 

（未顯露） 

旨意仍然是 

祂完美的旨意 

（羅八：28） 

 

向此 

降服自己 

                                                                                  

 

繼續在基督裏，並透過心意更新來作出改變 

 

我 

 

5 禱告（8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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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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神旨意”的教導。 

    背誦七條關於辨別神旨意的一般指示。根據原則使用提問，對你的境遇作出重要決定。 

2.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斯六、七、八及九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3.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4) 彼前二：11-25。主題：“世上的苦難”。 

    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記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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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敬拜筆記、靈修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