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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32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多一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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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一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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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約翰福音的鑰節］ 
(12) 約十二：32 

 
兩人一組複習。 
(12) 約十二：32。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4 
研經（85 分鐘）                                              ［約翰福音］ 

約十四：1-31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約十四：1-31。約十四至十七記載了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講論和禱告。

在約十四，耶穌安慰祂的門徒。祂應許聖靈持續同在，以及門徒將要做更大的事。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約十四：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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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四：1-4 
探索 1. 基督徒可以持續信神的原因。 
 

耶穌實際上是說：“你們心裏不要再憂愁。要持續信神。要持續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

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與我面對面，我在那裏，叫你們

也在那裏。”門徒的心裏充滿各種各樣的情緒。他們感到悲傷，因為基督說祂將要離開他們。他們感到慚愧，

因為他們一直在爭論誰為大。他們感到困惑，因為耶穌預言他們當中有人要賣祂、有人會不認祂，而且所有人

都會退去離開祂。他們的信心搖擺不定，因為他們大概在思想彌賽亞怎麼可能被賣。與此同時，他們愛耶穌，

希望情況會改變。他們的信心正受到考驗。因此，耶穌吩咐他們持續相信。他們可以持續相信，因為耶穌基督

與父神同等，也因為祂必再來，接他們到新天新地那裏與自己同在！祂離去是為他們預備永遠的團聚。因此，

祂的“離去”並不是一件不幸的事，而是一種祝福！父神的家就是“天堂”，將來所有基督徒都住在那裏。因

為信徒盼望與基督永遠的團聚，所以他們可以持續相信祂。 
 
 

十四：5-6 
探索 2. 耶穌稱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原因。  
 

在第 6 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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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耶穌就是道路。 
祂不是單單展示通往神那裏的道路（像先知那樣）。祂自己就是通往神那裏的唯一道路。耶穌基督是神。在祂

神聖的本性中，祂每個神聖的屬性都與神同等，因為祂無窮無盡的擁有每一個屬性。舉例說，祂不是單單作慈

愛的事，而且祂就是愛；祂不是別的，祂就是愛。同樣，祂不是單單做公義的事，而且祂就是義；祂不是別

的，祂就是義。同樣，祂也是聖潔的、信實的（參看林前一：30）。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祂不是別的，

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祂一切的言行和態度上，耶穌基督就是神與祂的選民之間的橋梁。耶穌基督是神

到人那裏的道路。所有神聖的祝福都是從父神那裏藉着聖子而來的。 
 

耶穌基督也是人到神那裏的道路。祂是人到神那裏的唯一道路！世上沒有任何宗教，也沒有人所作的任何善

行，可以成為階梯通往天上的神那裏！祂是唯一能夠修復人與神之間破裂關係的那一位。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都可以自由地親近神。 
 

 (2) 耶穌就是真理。 
祂自己就是真理的體現。耶穌基督是舊約中的影兒所指向本物的真像（西二：17；來十：1）。祂把關於神、

人、救恩和審判的真理顯明出來。神的話語就是真理（約十七：17），是藉着耶穌基督向我們顯明的。耶穌基

督也是唯一可靠的真理之源，也是唯一向人顯明和成就神永恆救贖計劃的那一位（啟五：5）。祂是那不能看

見之神的像（彰顯）（西一：15；二：9）。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來一：3）。 
 

凡認識耶穌基督的，也認識父神（約十四：7）。基督自己就是真理，而不是謊言（假話）。祂討厭謊言，也

反對謊言。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必越發認識創造主和救主，直到完全認識祂。真理必扶持他，對他產生巨大

的影響。真理必叫他得以自由、引導他、使他全然成聖（約八：32；十六：13；十七：17）。  
 

 (3) 耶穌就是生命。 
• 在耶穌裏的“生命”昰指神一切榮耀的屬性都在耶穌基督裏面（約一：4）。因為耶穌基督有生命在祂裏

頭，祂是基督徒的生命之源（約一：4；三：16）。 
• 作為“生命之光”，耶穌基督向人顯明神的屬性（神聖的特質）。 
• 作為“生命之道”，基督向基督徒顯明神的旨意，使他們可以與父神相交（約八：12；六：68）。 

 

祂來到世上，是要叫基督徒得生命和豐盛（約十：10）。基督自己就是生命，不是死亡。祂勝過了屬靈生命的

死亡、肉身的死亡，以及在地獄裏永遠的死亡。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都擁有屬靈的生命，肉身必從死裏復活，

而且不會在地獄裏受永死之苦。在耶穌裏的生命必叫他重生，將他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使他成為後嗣，在新

天新地裏與基督同得基業。正如“死”意味着與神分離，“生命”意味着與神相交！耶穌基督使我從罪裏得釋

放，讓我可以自由地親近神，與神充分的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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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約十四：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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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7-9 
問題 1. 真正認識神是什麼意思？ 
 

筆記。在約十四：7-9，耶穌說：“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
他……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耶穌指出祂的門徒常常看不見，祂就是唯一讓人去到神那裏的道路、唯

一使人為神成聖的真理，以及唯一使人與神豐富相交的生命。如果他們更仔細地思考祂的話和觀察祂的行為，

他們就更認識（希臘文：ginoskó）（完成時態）基督了。然後他們就可以（透過觀察、學習和體驗）不斷地認

識（希臘文：ginoskó）父神。從現在開始，門徒不斷地認識（希臘文：ginoskó）（現在進行時態）祂，並且

看見祂，使祂的形象不斷地呈現在他們眼前（希臘文：heóraka）（完成時態）！ 
 

在舊約時代，沒有人擁有這種特權，以這樣具體、可見、甚至永久的方式看見、認出和認識父神，正如在新約

時代在耶穌基督裏的情況那樣！在原文中所使用的動詞（完成時態）表明，這種在基督裏在屬靈上認識和看見

父神有持久的結果。信徒必持續在耶穌基督裏認識和看見父神，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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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段經文清楚地指出，若沒有耶穌基督，神的啟示和救恩就變得不可能了！神終極和永久的啟示，以及祂的救

贖計劃，唯有在耶穌基督裏得以成就（參考來一：1-2）！世上沒有任何宗教可以在神所創造的萬物和人類歷

史中（透過神藉着耶穌基督取了人的樣式）以可見的方式把看不見的神顯明出來！因此，“認識神”是指一個

人在耶穌基督裏（用屬靈的眼睛）在屬靈上認識和看見神。他藉着耶穌基督得以親近父神。他已經得蒙救贖，

並且在基督裏成聖。現在他藉着基督與神充分的相交。 
 
 

十四：12 
問題 2. 基督徒要做什麼更大的事？ 
 

筆記。在約十四：12，耶穌應許祂的門徒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

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耶穌到天父那裏去，對門徒來說是大有好處的，因為這樣能使他們

更有果效！他們能夠做耶穌一直做的工作，也就是在物質領域裏行神蹟。但他們也能夠做比這更大的事，就是

在屬靈領域裏行神蹟！ 
 

根據約五：20-24，耶穌的工作包括在物質領域裏施行相當多的神蹟，例如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這些神蹟

大多數都是在猶太人當中施行的。門徒要做更大的事將具有更高超的性質和更廣闊的範圍。門徒要做更大的事

尤其是包括在世上外邦人的萬國中叫人歸信，並使他們作門徒！耶穌想到的是祂透過祂的門徒在世上所作的

工。祂想到一些經文，如約十二：23-32，祂要吸引萬人來歸向祂；祂又想到約十七：20，祂為所有因門徒的

信息而信祂的人祈求。可是，只有在基督受死和復活，並且基督的靈澆灌在門徒身上之後，才可以作這些更大

的事。 
 
  

十四：13-14 
問題 3. 基督徒可以在禱告中求任何事情嗎？ 
筆記。 
 

 (1) 禱告與使徒行傳中更大的事。 
在約十四：13，耶穌應許祂的門徒說：“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我們不可把這節經文斷章取

義。不然，人們會濫用這個應許，為各種各樣自私的事祈求。這節經文指的是第 12 節所說更大的事。第 12 節

所說更大的事需要第 13 節所說門徒的禱告！在使徒行傳中，在物質領域裏和屬靈領域裏的工作都與禱告息息

相關。舉例說，在徒四：24，禱告之後接着就是放膽講論福音。在徒六：4，禱告之後，神的道興旺起來，信

從基督信仰的人加增甚多。在徒十：2，9，哥尼流和彼得的禱告，使第一批外邦人歸信基督信仰。在徒十二：

5，12 的禱告使彼得從監裏被釋放！ 
 

 (2) 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耶穌基督回應奉祂的名祈求的禱告。“奉耶穌的名”禱告是指以祂所成就的救贖大工為基礎，並按照祂的主權

和旨意而發出的禱告。祂所顯明的一切都已記載在聖經中。然而，因為祂沒有將祂一切的旨意都顯明出來，所

以基督徒需要憑信心禱告，並且相信祂所給的答案總是最好的答案！基督徒應當經常這樣禱告：“不要成就我

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二十二：42）。基督所給的答案有時是“是”；有時是“否”，有時是

“要等待”！以這種方式禱告的基督徒可以相信此後發生的一切都是神完美的旨意！ 
 
 

十四：16 
問題 4. 為什麼聖靈稱為“另一位”保惠師？ 
 

筆記。保惠師的希臘原文是 paraklétos，它並沒有“被召喚來幫助你的人”這種被動含意，如拉丁文聖經譯本

中的“辯護者”或“策士”那樣。它也沒有“安慰者”的被動含意，如伯十六：2 的希臘文聖經譯本那樣。相

反，它含有“幫助者”、“中保”或“代表”等主動含意，就如在其他希臘文獻中的那樣。 
 

 (1) 耶穌基督在天上的父神面前作基督徒的代表（希臘文：paraklétos）（約壹二：1）。 
耶穌基督是神和基督徒之間的中保。祂進了天堂，為基督徒顯在神面前（來九：24）！祂積極地在天上為基督

徒代求。 
 

 (2) 聖靈在地上的基督徒面前作耶穌基督的代表（希臘文：paraklétos）（約十六：13-15）。 
聖靈是基督和基督徒之間的中保。祂積極地在世上向基督徒解釋基督的話（約十四：26；十五：26；十六：

14）。聖靈在世上在人的生命中實現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此，聖靈是人子耶穌基督以外的“另一個代表”。

聖靈與耶穌基督是不同的，但祂仍具有與耶穌基督一樣的神性，在本質上與聖父和聖子同為一。聖靈是我們在

地上的一切，就像耶穌基督的人性若仍在地上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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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25-26 
問題 5.  耶穌的教訓和聖靈的教訓有什麼分別？ 
 

筆記。耶穌說：“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但……聖靈……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在這段經文中，耶穌把祂還在地上的時候所給的教訓，與祂在天

上被高舉得榮耀的時候藉着聖靈所給的教訓區分開來！當耶穌在地上與祂的門徒同在的時候，祂教訓他們許多

事情。聖靈繼續耶穌基督的教訓。四福音都記載了耶穌基督在世上時的教訓。 
 

但那時一些最重要的事件仍未發生。耶穌仍要受死、復活、升天，坐在天上的寶座上，以及澆灌聖靈！耶穌

說，當祂的肉身離世以後，祂要藉着將要降臨的聖靈將許多事情更清楚地指教祂的門徒。耶穌應許聖靈必把與

救恩相關和為基督作見證所需的一切都教導給祂的門徒。祂又應許聖靈必叫他們想起祂在世上教訓他們的一切

事情。耶穌將會藉着聖靈的教訓繼續履行祂的預言工作。使徒行傳和使徒書信都記載了耶穌基督在天上登基作

王之後藉着聖靈所作的教訓。 
 

 (1) 聖靈叫人想起耶穌在世的時候所說的真理。 
祂為什麼要叫人想起舊有的真理？因為基督將會藉着聖靈使祂的門徒更深入理解祂在地上所教導的真理。起初

耶穌在地上說這些話的時候，它們幾乎都沒有記錄下來（參看約二：22；十二：16）。因此，後來保羅說（林

前二：13）：“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

靈的事。” 
 

 (2) 聖靈要教導門徒新的真理。 
祂為什麼要教導新的真理？因為在這個應許發出和聖靈澆灌之間的時期，仍然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包括：基督

受難、復活、升天、在天上登基作王和聖靈的澆灌。這些事件必須得到解釋，使世人可以明白這些事件的意

義，特別是明白基督受死和復活的意義。 
 

 (3) 使徒需要聖靈。 
耶穌基督的使徒需要聖靈，特別是因為他們是親眼見過、親耳聽過基督的見證人。 
• 他們將會成為正式的見證人去見證耶穌的受死、復活和教訓。 
• 他們將會成為祂的器皿，在猶太人、撒馬利亞人和外邦人中建立基督教會。 
• 他們將會成為祂的器皿去編寫新約書卷。 
• 他們將會成為具權威的詮釋者去解釋耶穌的教訓，從而建立最初的基督信仰教義。  
• 他們將會委任新教會的新領袖（長老）（徒十四：23）。 

 

 (4) 今天的基督徒需要聖靈。 
同一位聖靈： 
• 教導今天的基督徒明白聖經中神（基督）的啟示（並不是在人腦海中隨意設想出來的新啟示）（約十六：

13；約壹二：27） 
• 提醒基督徒耶穌希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怎樣行事為人。 
• 把愛、智慧、膽量和能力賜給基督徒，使他們在世上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太十：19-20；提後一：

7）。 
 
 

十四：27 
問題 6.  “平安”一詞有什麼意思？ 
 

筆記。“平安”一詞在聖經中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含義。 
• 從消極方面看，“平安”是指沒有能帶來破壞的壞事存在：爭端、戰爭、煩擾、憤怒、焦慮、恐懼、不安

的情緒、道德衝突等。 
• 從積極方面看，“平安”是指有能夠醫治破碎的東西存在：修復一段破裂的關係、重新展開一個未達到的

目標、醫治受傷的情感、帶來神認為基督徒生命中必需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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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28-29 
問題 7.  父神在什麼方面比耶穌大呢？ 
 

筆記。耶穌說：“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的。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預

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舊約和新約顯明耶穌基督擁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本性。父神

只是在耶穌基督的人性方面比祂大！1  
 

 (1) 舊約中耶穌基督的人性。 
以賽亞（主前 740-680）預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賽

九：6；參看七：14）。 
 

 (2) 舊約中耶穌基督的神性。 
以賽亞接着說：“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九：6）。在賽九：6，耶穌基

督稱為“全能的神”（希伯來文：El gibor），在賽十：20-23，耶和華（希伯來文：JaHWeH）、以色列的聖

者，都稱為“全能的神”（希伯來文：El gibor）和“主──萬軍之耶和華”（希伯來文：Adonai Jahweh 
Tsibaoth，也就是天上的天使軍隊的主）。因此，先知以賽亞已經啟示了耶穌基督是神！ 
 

 (3) 約翰福音中耶穌基督的人性。 
只有當約十四：28 不是根據聖經的其餘部分來解釋時，有些人2 才會認為耶穌不是神或全能的神。這個結論是

錯誤的！ 
 

當這節經文根據約翰福音的處境來解釋時，很明顯耶穌在這裏所指的，不是祂非受造的神性，而是祂受造的人

性！耶穌基督作為神和人之間的中保，祂自己也是一個人，因此，耶穌基督在祂受造的人性中是“低於”或

“從屬於”父神，因為神是靈，比所有受造之物都大！約十：29 說：“我父比萬有都大”，這裏將父神的神

性和耶穌基督仍在地上作大牧人時的人性作比較（約十：27）。 
 

約十四：28 所說的是耶穌從死裏復活之前的時期，那時耶穌仍在世人的罪之下受苦，並且替相信祂的人受

死。當耶穌基督說父神比祂“更大”的時候，祂是預先告訴祂的門徒，祂將要受死（參看可八：31；九：31；
十：32-34）。因此，耶穌基督只有在祂降卑的時候（從祂降生到祂從死裏復活期間），才“低於”或“從屬

於”父神（參看腓二：6-8）。 
 

 (4) 約翰福音中耶穌基督的神性。 
耶穌基督在祂從死裏復活、升天和登基作王之後，不再“低於”或“從屬於”父神（賽四十五：21-23；腓

二：9 - 11）！那時，祂再次得榮耀，就是祂成為人的樣式之前所擁有同樣的榮耀（參看約十七：5）。神在天

上的寶座就是“神和羔羊的寶座”（來一：8；十二：2；啟五：6；十二：5；二十二：3）。 
 

在路十六：8，“今世之子（希臘文：huioi）”一詞是指那些擁有今世罪惡世界的所有特徵的人。“光明之子

（希臘文：huioi）”是指那些擁有光的所有特徵的人。同樣，當耶穌說：“我是神的兒子（希臘文：

huios）”（約十：36），祂表明一個事實，就是祂擁有神的所有屬性，換句話說，祂就是神！因此，耶穌說：

“我與父原為一”（約十：30）。“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約十：38）。“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

父”（約十四：9）。因此，約翰福音以這句話來開始：“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約一：1）。“道成為人的

樣式”（約一：14）。“祂將神表明出來”（約一：18）。耶穌基督在祂神聖的本質上與父神是完全同等的。 
 

 (5) 使徒書信中耶穌基督的人性。 
道成了肉身，神藉着耶穌基督成為人的樣式，耶穌基督不僅讓自己成為一個人，也成為眾人的僕人（可十：

45），祂甚至為了拯救失喪的人而存心順服，以至於死（腓二：7-8）。基督在第二次降臨的時候作為神和人

之間的中保（也就是祂成為人的樣式時的一個功用），使自己順服父神，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林

前十五：28）。 
 

 (6) 使徒書信中耶穌基督的神性。 
耶穌基督擁有神的本性，與神是同等的（腓二：6）。耶穌基督“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西一：15）。

“神一切的豐盛都在耶穌基督裏面居住”（西一：19）。“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西二：9）。耶穌基督是“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來一：3）。 
 

                                                           
1 神性超越了受造之物的限制（空間和時間的維度），而人性是受造之物的限制的其中一部分。 
2 猶太人。穆斯林和一些教派並不接受耶穌基督是神這個事實——也就是說，神藉着耶穌基督取了人的樣式，並藉着耶穌基督進入自己所

創造的世界和人類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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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擁有兩個本性：祂是神，與父神完全同等；祂是人（在道成肉身的時候），祂從屬於父神。可是，因

為祂這兩個本性從來沒有分開，而且祂從來沒有與聖父和聖靈分開，所以基督徒必須把耶穌基督視為“那不能

看見的全能神的可見彰顯”（西一：15）。 
 

 (7) 耶穌基督與父神得着同樣的榮耀。 
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二十八：18）。保羅說神的計劃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弗一：10）。基督“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成全、全備）（希臘文：

pléroó）萬有的”（弗四：10）。彼得說：“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耶穌基督”（彼前

三：22）。 
 

誰也不可不尊敬耶穌基督，把祂看為比父神微小的。神已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耶穌基督），叫人都尊敬子如

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父”（約五：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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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約十四：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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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約十四：1-31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四：6,9。 要更認識耶穌基督，從而更認識父神。 
十四：12。 相信耶穌基督也有“更大的工作”要你在這世上完成！ 
十四：13。 要放膽，祈求耶穌藉着你在世上做“更大的工作”。 
十四：21,23。  把耶穌基督的教訓和誡命實踐出來。這樣，耶穌基督必向你顯明自己，並住在你裏面。  
十四：26。 讓聖靈教導你耶穌基督的教訓的意義。 
 

2. 從約十四：1-31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要因認識神而感到歡喜。耶穌基督已經把父神和祂的救恩向我顯明出來。“認識神”是指藉着基督與父神親

近。它是指藉着基督得自由和成聖。它也是指藉着基督與父充分的相交。我已經憑信心接受了基督，我因此得

以親近神。我要繼續學習聖經中關於基督的真理，越發遠離罪並得自由。我堅決要常在基督裏，這樣就可以毫

無阻隔地與神充分的相交。 
 

我要信靠基督，參與更大的工作。更大的工作就是叫外邦人歸信基督！這更大的工作需要我的禱告。在使徒行

傳中（六：4），既然禱告之後，神的道興旺起來，信從基督信仰的人加增甚多，那麼，我也要禱告並信靠

神，相信我的禱告也可以為我的村莊、省分和國家帶來同樣的果效。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約十四：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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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7                           第 32 課：約十四 7 

 

6 
備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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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約十四的研經。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來一至三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默想和背誦新的經文：(13) 約十三：34-35。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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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