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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8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和這一課有關傳揚神的國的教導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士十三 –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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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十三，十四，十五，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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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的鑰節］ 
(2) 羅一：17 

 
兩人一組複習。 
(2) 羅一：17。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

生”。 

 

4 
研經（85 分鐘）                                                 ［羅馬書］ 

  羅二：17-29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羅二：17-29。 
 

在羅二：17-20，保羅直接向猶太人說話，列舉了猶太人引以為傲的特權和優待。在羅二：21-24，他告訴猶太

人，如果他們無法履行他們所享有的一切特權所包含的義務或教訓，這些特權只會加重他們所受的譴責。注意

保羅對猶太人的假冒為善所表現出的蔑視和憤慨不斷增加：“你既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你講說人

不可犯罪，自己還偷竊、犯姦淫、偷竊廟中之物”。“你指着律法誇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神的名

在外邦人中，因你們受了褻瀆！”在羅二：25-27，保羅評論受割禮和未受割禮。在羅二：28-29，保羅明確地

教導割禮的真正本質和目的。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羅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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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7-20 
探索 1。保羅揭露猶太人因他們所得的特權和地位而產生的形式主義。 
 

 (1) 猶太人引以為傲的特權（羅二：17-18）。 
在聖經中，“猶太人”這個名稱在王下十六：6（主前 586 年之前）首次被提及。在猶太人被擄巴比倫期間和

之後（從聖殿被毀到重建，主前 586 年至主前 516 年期間，七十年）這是令猶太人引以為傲的名稱。這個名稱

的意思是猶大國的一員。他們自稱“猶太人”，並因自己身為猶太人而引以為傲。 
 

他們“倚靠”律法，換句話說，他們得到“安息”，意思是他們因擁有律法和談論律法而“得到安慰和支

持”。可是，他們沒有行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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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榮耀神”，換句話說，他們說自己敬拜獨一真神。事實上，那不過是一句虛妄矜誇的話！ 
 

他們“曉得神的旨意”，換句話說，他們擁有舊約給他們啟示神的旨意。他們“喜愛那美好的事”，換句話

說，他們不斷地辯論神的旨意，察驗什麼事符合神的旨意（律法），拒絕與它相違的事，接納與它相符的事。

他們“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字面意思：“從律法中領受教義”）（希臘文：katécheó）（尼八：8）。 
 

 (2) 猶太人引以為傲的地位（羅二：19-20）。 
猶太人認為自己比世上所有其他民族都優越得多。他們認為外邦人“在屬靈上是瞎眼的”，他們相信只有猶太

人才能夠指引外邦人。這使猶太人產生一種優越感，而不是責任感。他們說外邦人是在黑暗中的、無知的、不

成熟的、因為他們不認識律法！猶太人認為對律法“一無所知”（希臘文：afrón）等於“不成熟”（希臘文：

népios），因此，他們認為認識律法就等於成熟。 
 

“給瞎子領路”、“作黑暗中人的光”、“作蠢笨人的師傅和小孩子的先生”本是美德。然而，保羅說這些美

德在猶太人身上變成惡事，因為他們指着自己無法做到的事誇口！猶太人自誇在舊約（律法）上有“知識和真

理的模範”。這意味着他們自誇擁有一套井然有序的知識和真理的模範，（參看羅六：17 的“道理的模範”

和提後一：13 的“純正話語的規模”）。然而，猶太人擁有的只是一種外在形式的義，卻沒有內心真實的義

（參看提後三：5）！ 
 
 

二：21-24 
探索 2。猶太人所宣稱的與和他們實際所做的公然不一致。 
 

猶太人對自己的優勢存着扭曲的觀念，令他們產生自滿，他們的自滿又使他們變得假冒為善。保羅揭露猶太人

的假冒為善，好叫他們驚覺自己是何等自滿。他列舉了三個例證，指出猶太人自己也沒有遵從的教訓。猶太人

不斷地（現在時態）偷竊、犯姦淫和拜偶像。 
 

拜偶像和犯淫亂正是外邦人所犯的罪（參看羅一：24-25），是當中猶太人最強烈譴責的罪，但他們自己也犯

這罪（詩五十：16-18；耶五：30-31；耶六：13-14）。猶太釋經書1提到一些例子，指出知識分子盜竊，拉比

無恥地犯姦淫和偷竊廟中之物。此外，耶穌基督也舉例說明法利賽人的生命如何與他們的教導不一致（太二十

三，可七：9-13；路十一：37-52）。沒有什麼事情比褻瀆外邦人的廟宇更能激起外邦人的怨恨。猶太人把他們

自己的聖殿變成“賊窩”（太二十一：13），搶奪屬於神的東西（參看可七：11）。 
 

猶太人指着律法誇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根據雅二：10 和雅四：11-12 所說，違犯律法是侮辱賜律法者

（神自己）的威嚴，也是外邦人褻瀆神的原因。外邦人預期一個國家必像他們的神那樣，聖經也是如此教導

（詩一一五：8）。如果一個國家犯了這樣的罪行，那麼他們的“神”必定也是偷竊的、犯姦淫的和偷竊廟中

之物的！猶太人就是這樣玷辱聖經中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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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羅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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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5-27 
問題 1。保羅怎能說肉身的割禮仍是有益的呢？ 
筆記。 
 

 (1) 猶太人若是遵行舊約（恩典之約）的要求，肉身的割禮才是有益的（羅二：25）。 

                                                           
1 司特拉克和比勒貝克（Strack en Billerbeck）的“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ch” III頁 1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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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一詞在羅馬書中有幾個不同的含意，正確的含意取決於這個詞的上下文。在這裏，“律法”一詞不是

指舊約的各種禮儀法，而是指“舊約之約”。在這個舊約之約，神應許祂要作祂的子民以色列的神，以色列要

作神的子民（創十七：7；利二十六：12）。這是一個帶有應許和恩典的約（協定）。 
 

這個約的要求（羅二：26）是相信神的應許（參看創十五：5-6；參看約六：28-29），這是透過順服而展示出

來的（創二十二：17-18；來四：2，6；雅二：17，22）。這個約的記號和印證就是肉身的割禮（創十七：9-
14）。 
  

在舊約中，肉身的割禮並不是一個宗教義務，而是一個宗教義務的記號！保羅認為肉身的割禮只有在猶太人透

過順服履行信心的要求時對猶太人才是有益的。如果猶太人既沒有信心又不順服，他們自稱擁有神立約的應許

只是狂妄（自大）的表現，甚至是虛妄的褻慢！ 
 

因此，在羅二：25-27，遵守“律法”（的要求）等於遵守“約”（的要求），這約是神與先祖立的。當神所

立的約的要求（即透過順服而展示出來的信心）被忽視或破壞了的時候，猶太人所受的割禮在神眼中也視為未

受割禮！那麼，外在的記號就失去它的意義了（羅二：25）！ 
 

 (2) 若遵行約的要求，肉身未受割禮的外邦人並不會廢掉神的約（羅二：26）。 
在這裏，遵守“律法”（的要求）不是指不信的外邦人順着道德本性和良心行律法上的事，正如羅二：14 所

說的。它指的是成為了基督徒的外邦人，正如羅一：16-17 所說的。大多數外邦基督徒都沒有受割禮。然而，

由於基督徒藉着相信耶穌基督和順服耶穌基督而滿足了約的要求，基督徒就成為了“神的真子民”（林後六：

16；彼前二：9-10），甚至稱為“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2-16）2。雖然這些外邦基督徒的身體（肉身）未

受割禮，但他們的心（靈）卻受了割禮，神認為這才是唯一真正的割禮（羅二：28-29）！外面肉身的割禮除

了它所象徵的意義之外，並沒有任何價值！然而，當肉身的割禮所象徵的意義存在，肉身上沒有這個記號也不

會廢掉神恩典之約！ 
 

 (3) 肉身未受割禮的基督徒要審判肉身受了割禮的猶太人（羅二：27）。 
外邦的基督徒要審判以色列（林前六：2）。基督徒滿足了律法（約）的要求。猶太人擁有律法的要求（約）

的儀文，卻違犯律法（約）。因此，那些真正相信並透過順服表明出來的人必審判所有其他人！ 
 

在最後審判的日子，在舊約時代在尼尼微信主的外邦人3，要起來定那些在耶穌時代不信的猶太人的罪（太十

二：41-42）。肉身未受割禮的外邦信徒的信，要譴責那些肉身受了割禮的猶太人的不信！ 
 

這一切都證明外在和身體上的禮儀，如肉身的割禮或用水施洗，並沒有救贖的能力，因為神是個“靈”，需要

人內在和靈性上的順服。 
 
  

二：28-29 
問題 2。肉身的割禮的真正本質和目的是什麼？ 
 

筆記。 
 

在亞伯拉罕的時代（主前 2067 年），肉身的割禮是因信稱義的記號（羅四：11）。然而，在摩西的時代（主

前 1407 年）之後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在被擄巴比倫之後（主前 587 年），猶太的宗教老師和領袖已經把割

禮的意義變成一個靠行律法稱義的記號（約七：19，22；加五：1-4）。 
 

                                                           
2 舊約中神的子民和新約中神的子民都有同樣的稱呼，他們稱為：神的長子（出四：22；耶三十一：9；來十二：23）；神的兒女（賽四十

三：6-7；林後六：18）；神的妻子或新婦（賽五十四：1，11-12；啟二十一：9-10）；十二支派（創四十九：28；啟七：4；二十一：

12；雅一：1）；祭司的國度（出十九：6；彼前二：9；啟一：6）；聖潔的國民（出十九：6；彼前二：9）；神的選民（申七：6；彼前

二：9）；神立約之民（利二十六：12；林後六：16）；四散的／散居的（申三十：1；結十二：15；斯三：8；彼前一：1）；以色列羊

圈裏的羊和來自列國的羊（結三十四；約十：16）；以色列（撒上七：23；加六：14-16）；猶太人（亞八：22-23；羅二：28-29）；錫
安（賽五十一：16；五十二：7；來十二：22-24）；下面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加四：25-26）；神的殿（林後六：16）。 

  神在舊約時期（羅十：18-21；加三：8；來四：1-3）和新約時期（徒二十：24；參看十三：44-49）宣講福音，呼召祂的教會到祂那裏。

猶太人和外邦人的信徒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基督的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十二：13）；一同稱為教會（希伯來文：qahal；
希臘文：ekklésia）（詩一○七：32；太十六：18，徒八：2；徒九：1）；一同成為一個身體的肢體（弗三：6）；一同成為後嗣（弗

三：6；加三：29），並且同蒙神的一切應許（弗三：6；林後一：20）！參看手冊 3，附錄 12。 
3 尼尼微是現今伊拉克的摩蘇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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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肉身的割禮本是因信稱義的記號（羅四：11）。 
 

亞伯拉罕時代（主前 2067 年）肉身的割禮。神與亞伯拉罕立了一個帶有應許和恩典的約。在這個約中，祂施

恩給亞伯拉罕三個應許：第一，亞伯拉罕必作多國的父。他的子孫必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耶和

華必作他後裔的神。第二，神要把迦南地賜給亞伯拉罕的後裔。頭兩個應許在約書亞奪得那地的時候（主前

1497-1387 年）成就了（書二十一：43-45；二十三：14-16）。第三，神使地上萬國都必因亞伯拉罕的一個後

裔得福（創十二：1-3，7；十五：1-6，18-21；十七：1-14；二十二：17-18）。第三個應許在基督第一次降臨

的時候成就了（加三：16）。 
 

亞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為他的義（創十五：6）。神賜亞伯拉罕肉身的割禮，作為神這個應許和恩典之約的

記號和印證。因此，肉身的割禮是一個可見的記號和印證，表明神叫人因信稱義（羅四：11）！肉身受割禮的

人有義務遵守神這個應許和恩典之約。他們有義務繼續活出因信稱義的人的樣式，換句話說，在這世上作神立

約之民。 
 

摩西時代（主前 1407 年）肉身的割禮。在舊約時代，外在、肉身的割禮也有內在、屬靈的意義。被割掉的陽

皮象徵不潔，在身體上肉身的割禮指向在心靈上屬靈的割禮。除去身體（肉體）的不潔象徵除去內心的不潔

（申十：16；三十：6；耶四：4）。因此，在舊約時代，身體上的割禮是一個可見的象徵，表明更高層次的現

實，也就是在心靈上屬靈的割禮。在舊約時代身體上的割禮指向後來在新約時代藉着聖靈的重生（羅二：28-
29）。 
 

肉身的割禮本身沒有任何意義。當一個人不相信聖經中的神（或耶穌基督），卻試圖透過遵行律法（例如受肉

身的割禮）而稱義，割禮就沒有任何意義了。肉體受割禮，心靈卻未受割禮，是毫無價值的。宗教儀式（例如

肉身的割禮）仍舊是人的作為，但心靈的割禮卻是神（神的靈）的作為！ 
 

因此，在聖經中，不信的人和不義的人稱為“心未受割禮的人”（耶九：25-26；徒七：51）。然而，那些以

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裏誇口的猶太人和外邦基督徒，都稱為“真受割禮的”（腓三：3）！所有屬血氣的

猶太人都稱為“屬肉體的以色列人”（希臘文：Israel kata sarx）（林前十：18），但所有信靠被釘十字架的基

督，並背起十字架生活的人，都是神的真子民，稱為“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2-16；參看羅九：6 下）！亞

伯拉罕或許是那些自稱猶太人的人“肉身之父”，但他是所有相信聖經中的神之人的“屬靈之父”，不管他們

本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羅四：11；約八：37-44）。 
 

遵守律法（從以色列的道德、禮儀和民事律法的意義上說）不能也不會使世上任何一個人稱義，因為沒有人能

夠或已經遵守全律法（加三：10；雅二：10）。 
 

 (2) 肉身的割禮後來變成一個靠行律法稱義的記號（約七：19，22）。 
 

被擄巴比倫之後（主前 586 年）肉身的割禮。大約在亞伯拉罕之後一千五百年，在被擄巴比倫的時期（主前

587 年），猶太的宗教老師和領袖將割禮的原意改變了！肉身的割禮的原意：“因信（神所說的話和作為）而

稱義的記號”，變成了“因行律法（人的行為）而稱義的記號”。猶太人不再把身體上（肉身）的割禮視為因

信稱義或心靈上受屬靈割禮的記號和印證，而是把它視為神的誓言（莊嚴的應許），承諾必將永生賜給凡遵行

（道德、禮儀和民事）律法的人！ 
 

利十八：5 說：“人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就必因此活着（意指過豐盛的生活）。”可是，猶太人把這句

話誤解為：“人若遵行律法，就必得永生。”從那時起，猶太人就認為肉身的割禮是神使人藉着行律法稱義

（或得救）的記號和印證，儘管神從來沒有給肉身的割禮賦予這個意義！ 
 

初生嬰孩在第八天受割禮成為遵行律法最重要的一環（約七：19-24）！肉身的割禮變成一個叫人得救（稱

義）的人類宗教儀式（徒十五：1）！人在肉身上的行為代替了神在心靈裏的工作！ 
 

新約時代（主後 50 年）肉身的割禮。大約在主後 50 年，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寫道，若有人受割禮，是因為

他認為遵守律法可以叫他稱義，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債（加五：1-4）！保羅也指出，世上沒有人遵守或能夠

遵守全律法（羅三：10-18）。因此，神不會以遵守律法作為基礎使世人稱義（羅三：19-20，28）。 
 

顯然，新約時代的猶太人認為他們遵守律法（尤其是肉身的割禮）在某程度上是一個保證他們稱義或得救的途

徑。他們教訓人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徒十五：1）。其他猶太拉比教訓人說：

“（肉身）沒有受割禮的人必下到地獄”。他們聲稱“神向亞伯拉罕起誓說，凡受了割禮的人都不會下到地

獄”。他們這樣告訴各人：“亞伯拉罕坐在地獄的門前，不許任何（身體上）未受割禮的以色列人進到那

裏。”因此，肉身的割禮成為猶太民族主義的外在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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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猶太拉比的教導當然不是根據聖經的事實，我們必須拒絕接受！ 
 

 (3) 假猶太人和無用的肉身割禮。 
“猶太人”（希伯來文 Jehudi 或 Judi）一詞源於猶大支派（希伯來文：Jehudah），並且可能源自“稱讚”

（希伯來文：hodah）一詞（創二十九：35；四十九：8）。保羅說，真猶太人從神那裏得稱讚（因為他相信聖

經中的神，並且順服祂），假猶太人則渴望從人那裏得到稱讚（因為他已經受了割禮）。耶穌譴責猶太人，因

為他們倚靠外貌，互相尋求稱讚（約五：44）。保羅認為外面作猶太人的，是假猶太人。在神眼中看來，雅各

肉身所生的後裔，並不使他成為一個真猶太人！ 
 

在新約時代，肉身的割禮不再是神與信徒所立恩典之約的記號，而是變成一個基於摩西的禮儀律法的人類習俗

（約七：22）。然而，只有割禮的外在記號，心靈上卻沒有受屬靈的割禮，這是毫無價值的！ 
 

 (4) 真正的猶太人和真正的屬靈割禮。 
一個真正的“猶太人”（也就是一個從神那裏得稱讚的信徒）的特徵並不是外在的和肉身上的，而是內在的和

屬靈上的！唯一真正的“猶太人”是“裏面作猶太人的（不是外面的）”，真正的割禮是“心裏受割禮，在乎

靈”，而不是根據禮儀的律法（羅二：29 上）。從反面來說，一個心裏未受割禮（沒有重生）的人，不會得

到從神而來的稱讚、稱許或悅納（羅二：29 下！）！從正面來說，一個藉着聖靈的動工而在心裏受了屬靈割

禮的人，會得到從神而來的稱讚、稱許或悅納！因此，“唯一真正的猶太人”（即神所稱許的人）就是基督

徒，不管他天生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只有這樣的人才得到從神而來的稱讚！假猶太人從其他讓他們受割禮的

猶太人那裏得到稱讚和尊榮。但真猶太人從神那裏得到稱讚。 
 

先知耶利米早已告誡猶太人，不要因人的智慧、力量和財富誇口，而是要因認識聖經中的神和明白祂的啟示誇

口。神要刑罰列國（如埃及、猶大和亞捫），因為他們只是受了“肉身的（身體上的）”割禮，而沒有受“心

裏的”割禮（耶九：23-26）！ 
 

使徒警告那些強迫人接受肉身割禮的宗教老師和領袖。他們被稱為“妄自行割的”。只有那些以神的靈敬拜、

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靠着肉體（肉身的割禮，而是靠心裏受割禮／重生）的人，才是“真受割禮的”（腓

三：2-3）。 
  

新約明確地指出，肉身的割禮是禮儀律法的一部分（利十二：3），已經由耶穌基督成全了（太五：17），並

且藉着信徒與耶穌基督一同埋葬和一同復活而為他們成全了（西二：11-12）。因此，肉身的割禮撤去了（西

二：14），並且廢除了（弗二：15）。“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肉身的）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

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加五：6）。“受（肉身的）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

人”，換句話說，藉着因信稱義和聖靈的重生作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不管他們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

人，他們都是神的子民，也稱為“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5-16；參看林後六：16）！可是，所有受了肉身

的割禮的猶太人都稱為“屬肉體的以色列人”（林前十：18，參看羅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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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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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羅二：17-29 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二：17。 總不要指着自己的猶太國籍誇口，也不要因你倚靠律法（妥拉或伊斯蘭教法）與神建立關係誇口。 
二：21。 當你教導別人的時候，確保要先教導自己（路六：41-42）！ 
二：22。 不要向人宣講一些你自己也沒有行出來的事（太二十三：3）！ 
二：24。 謹記，非基督徒透過你的行為來判斷你的神（詩一一五：8）！ 
二：29。 你要確定自己是藉着聖靈心裏受了割禮（參看林後十三：5）。 
二：29。 不要尋求人的稱讚，而是要尋求神的稱許（參看林後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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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羅二：17-29 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要傳講整全的福音信息。這意味着我必須宣告人藉着相信耶穌基督得救，以及不信的人必受審判（羅二：

16）。我所傳講的福音信息必須包括最後審判的日子（參看約三：18，36）。 
 

我要指出所有外在的宗教儀式（記號），如肉身的割禮、水禮或主餐所象徵的意義，若不是確實在人裏面存

在，它們就沒有任何意義了。我要向所有人宣告，除非他們因相信耶穌基督而心裏受割禮（參看約一：12-
13），否則他們仍是失喪的。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羅二：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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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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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會，並且傳揚神的國。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羅二：17-29。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撒上二，三，七，八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3) 羅二：5。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講授。準備記載在可四：26-29 中的“種子暗地裏生長”的比喻，記載在路十三：20-21 中的“麵酵”的比喻

和記載在可四：30-32 中的“芥菜種”的比喻。 
    採用解釋比喻的六個指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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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更新你關於傳揚神的國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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