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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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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書第七，八，九，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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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第七，八，九，十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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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羅十三：14 

 

兩人一組複習。 

(19) 羅十三：14。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4 
研經（85分鐘）                                                 ［羅馬書］ 

  羅十五：1-33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羅十五：1-33。 

 

羅十五：1-6 繼續教導我們，基督徒對信心軟弱或信心堅固的基督徒的責任。羅十五：7-13 教導我們，基督徒

對其他族群的責任。此外，羅十五：14-33描述了使徒保羅的職事、策略和計劃。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羅十五：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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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1-6 

探索 1。堅固的基督徒有責任擔代不堅固的基督徒的軟弱。 
 

保羅繼續談論軟弱的基督徒和堅固的基督徒的信心。在這段經文中，所指的並不是他們相信耶穌基督而得救的

信心，而是他們對於聖經沒有命令、禁止或教導，但基督徒各持不同看法的事情的信心或信念！軟弱的基督徒

對於堅固的基督徒認為可行的事有所顧慮，這可以導致彼此的關係緊張起來並產生摩擦。因此，保羅勸告堅固

的基督徒不要反對軟弱的基督徒的顧慮，而是要忍耐。 
 

 (1) 基督徒要叫他們的鄰舍喜悅，使他們得益處，以致建立德行。 

“叫人喜悅”的意思是滿有恩慈並甘心樂意地去做軟弱的基督徒認為可行的事，但要避免做他認為不可行的

事。然而，這不可以理解為堅固的基督徒總要依隨軟弱的基督徒一時的興致和意願，因而總是遵循軟弱的基督

徒喜悅的行事方式！叫別人喜悅並不是基督徒生命中的絕對原則，因為根據加一：10，基督徒不可以為了討人

的喜歡而損害基督的僕人！叫人喜悅的責任，只限於所處理的情況，換句話說，只限於吃喝的問題和其他有所

疑惑（有爭議）的事（林前十：31，33）。“叫人喜悅”的意思是“尋求那人的益處，叫他得救”（林前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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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喜悅的責任不可擴展到聖經中有明確的教導但軟弱的基督徒仍可能有所顧慮的事情！違背聖經的明確教導

並不能把軟弱的基督徒建立起來！使人真正得自由的，正是耶穌基督所命令、禁止和教導的一切（約八：31-

32）。真理建立德行！ 
 

然而，當堅固的基督徒滿有恩慈並甘心樂意地在所疑惑的事上限制自己的行為時，軟弱的基督徒也能夠被建

立。這樣，軟弱的基督徒就能夠保持無虧的良心了（林前八：12）。 
 

 (2) 基督徒要效法基督無私地愛的榜樣。 

當基督來到地上的時候，祂忍受那些棄絕神的人的辱罵和敵意（參看約十：20；太十：24-25）。因此，基督

徒應當跟從基督的腳蹤行，忍耐基督徒弟兄姊妹在所疑惑的事上的顧慮。 
 

然而，基督所做的事和聖經勸告堅固的基督徒去做的事，是有所分別的。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悅，祂忍受非基督
徒對神的辱罵和敵意，祂所做的達到了無可比擬的地步。堅固的基督徒只是受勸告要忍耐基督徒弟兄姊妹在所
疑惑的事上的顧慮而已。既然基督已經做了最偉大和最困難的事，堅固的基督徒豈不應該做這些微小得多和容

易得多的事嗎？ 
 

基督在這事上的榜樣從前已經在舊約聖經中預言了（詩六十九：9）。同樣地，“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

我們寫的”。使徒保羅談論的是聖經，而不是其他經文！他指出聖經的明確目的包括： 

• “作為鑑戒”（林前十：6，11） 

• “教訓、督責、使人歸正，並且教導人學義”（提後三：16-17） 

• “叫人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希臘文：hupomoné）和安慰（希臘文：paraklésis）可以得着盼望（羅十五：

4）。 
 

此外，保羅說神自己就是“賜忍耐和安慰的神”（羅十五：5）。留意神的話語、聖經和神之間的緊密聯繫！

聖經是神常存的道，因此也是神活潑的道。神藉着聖經給人鼓勵和安慰。 

 
 

十五：7-13 

探索 2。教會裏的猶太人和外邦人要彼此接納，因為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是要拯救這兩個族群的人。 
 

羅十五：7-8 說：“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基督是為神真理作

了受割禮人（猶太人）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並叫外邦人因他的憐憫榮耀神。”在基督教會裏的猶

太人和外邦人要彼此接納，根本的原因是耶穌基督來是為了拯救猶太人和外邦人（非猶太人）！因為神在地上

的榮耀受到威脅！ 
 

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有所差別，但這並不意味着猶太人是軟弱的基督徒，而外邦人是堅固的基督徒。軟弱的基

督徒和堅固的基督徒皆可來自這兩個族群。有些猶太人和改信猶太教的人由於他們來自禮儀律法的背景而心存

顧慮。有些非猶太人由於他們來自異教拜偶像的背景而心存顧慮。可是，這差別卻強調了來自猶太背景的基督

徒和來自外邦人背景的基督徒在羅馬教會裏彼此接納的必要性。 
 

 (1) 耶穌基督為猶太人而來到世上。 

羅十五：8 明明地說，基督“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換句話說，祂成了受割禮之人的僕人（羅四：12）。這

是指“屬肉體的以色列人”（林前十：18）或天生的以色列民。“基督是為神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要證

實所應許列祖的話”。因此，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要確立並實現神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這約

是神起誓立的（參看來六：16-18）。 
 

這約的應許就是，神要藉着亞伯拉罕的一個後裔（希伯來文：子孫）使地上萬國得福（創二十二：18），這後

裔就是耶穌基督（加三：16）。在舊約時期，這約的記號和印證就是割禮（創十七：1-21；羅四：11）。神起

誓祂必實現祂的應許。神的信實總不落空，因此，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要證實並實現神的信實（太二十六：

54）。因此，耶穌基督“先為猶太人”來到世上（太十：5-6；羅一：16）！此後，“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

的”（太十五：24；約四：22）臨到世上所有的外邦人（太二十四：14；二十八：19；參看賽二：2-3）。 
 

 (2) 耶穌基督也為外邦人而來到世上。 

耶穌基督來到猶太人那裏，不只是為了猶太人，也是為了外邦人（參看賽九：2；四十二：6；四十九：6）。

神的憐憫藉着耶穌基督臨到猶太人，這使神的憐憫也藉着耶穌基督臨到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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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第十一章已經指出，神的旨意是叫外邦人和猶太人彼此依賴。基督來到世上，首先實現神與天生的以色

列民立約的應許，然後實現神與世上的天生外邦人立約的應許。耶穌基督這樣做，是“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

話，並叫外邦人因他的憐憫榮耀神。如經上所記的。”使徒保羅引用了四段舊約經文，來證實基督臨到猶太人

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拯救地上的外邦人！ 

• 撒下二十二：50，詩十八：49。“耶和華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謝你，歌頌你的名。” 

• 申三十二：43：“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呼！” 

• 詩一一七：1“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 賽十一：10；啟五：5；二十二：16：“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舊約的希

臘文譯本譯作：“那將要興起來管治外邦人的那一位，外邦人要信靠祂”，或更好的翻譯：“外邦人要相

信祂”。彌賽亞耶穌基督必統治外邦列國，外邦列國必相信祂，並且指望神在舊約中的應許得以實現（羅

十五：12-13；來十一：1；參看林後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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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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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14-19 下 

問題 1。保羅的事工有什麼特點呢？ 

筆記。 
 

保羅的事工的其中一些特點包括鼓勵、提醒和謙卑。 
 

 (1) 保羅鼓勵各人（羅十五：14）。 

使徒保羅本身是一個有許多長處的人。他也看到其他基督徒的長處和能力。他沒有挑剔他們的弱點和失敗，而

是認同他們的長處和成就，藉此鼓勵他們！在羅一：8，12，他早已稱許他們的信心。現在，來到羅十五：

14，他說他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的，藉此鼓勵他們。 
 

良善是與一切卑劣和邪惡相對立的一種美德。良善包括一顆正直和善良的心，以及積極向人行善。良善是一種

能夠約束堅固的基督徒不去做任何傷害軟弱的基督徒的事的素質。 
 

知識是理解基督徒信心的一種美德。它是關乎在基督徒信心方面勸戒他人的能力。在這裏，它特別是指認識

“舊約的影兒”如何藉着耶穌基督在“新約的現實”中實現（西二：17；來十：1）。羅馬的基督徒中間有些

人在所疑惑的事上信心軟弱，因此，知識就是一種能夠糾正這軟弱的素質。因此，羅十四：1 至十五：13 中所

提到不同的意見、信念或信心並不是假設的。在羅馬必定已有這種情況出現，需要這方面的教導。 
 

能彼此勸戒是彼此發揮深遠影響力的一種美德。彼此勸戒的字面意思是“放在（刻上）彼此的心思意念中”

（希臘文：noutheteó）。羅馬的基督徒有能力彼此勸告，不要因為在所疑惑的事上持有不同的意見或信念而彼

此論斷或責備。他們也有能力堅持不懈地把愛人和彼此建立信心的必要性印在彼此的心思意念中。 
 

 (2) 保羅提醒各人（羅十五：15-16）。 

使徒保羅提醒羅馬的基督徒，神賜恩典給他，使他“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

的外邦人，因着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為了猶太人的緣故，保羅使用舊約的景象來描述他的事工。他認

為他傳福音，特別是向外邦人傳福音，就如一個祭司分別為聖的（分別出來的、專為獻給神的）職事，把祭物

帶到祭壇上。在這個景象中，那些已成為基督徒的外邦人被視為可蒙神悅納的祭物。 
 

早在保羅之前的七百多年，先知以賽亞已預言，神要“把一些留下來的人（換句話說，一些被擄到巴比倫的猶

太人餘民）（賽一：9；十：20-23）差到列國去（換句話說，去到那些素來沒有聽見聖經中的神，也素來沒有

看見神的榮耀，例如祂的神蹟奇事的外邦列國）。這些猶太人必將神的榮耀傳揚在外邦列國中。”然後，“他

們（換句話說，信主的外邦人或基督徒）繼而將其他猶太人從列國帶來，作為供物獻給耶和華”（賽六十六：

19-21）1！因此，先知以賽亞早在七百多年前已預言，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將會彼此幫助，讓對方認識聖經中的

神，正如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十一章所教導的那樣。供物若要蒙神悅納，就必須潔淨和聖潔。保羅說聖靈帶來

這種聖潔的狀況。唯有那些因着聖靈成為聖潔（也就是重生）的猶太人和外邦人，才可作為蒙聖經中的神悅納

的供物。 
 

 
1 不是從肉身的層面把猶太人帶回位於中東的以色列，而是從靈性的層面把猶太人帶到耶穌基督面前，好叫他們相信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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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羅是謙卑的僕役（羅十五：17-19）。 

使徒保羅把自己視為以色列餘民中的一員，奉神差遣向外邦列國傳揚神的名聲和榮耀，正如先知以賽亞所預言

的那樣。雖然保羅曾經帶領許多猶太人和外邦人歸信基督，但他在第 18 節說：“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使外邦人順服。”保羅是謙卑的，對於他的事工所得的成就，他

將一切榮耀都歸給耶穌基督！重要的並不是保羅靠基督成就了什麼事，而是基督藉着保羅所成就的一切事（參

看徒十四：27）！傳揚福音，並且帶領許多人歸信基督，都不是保羅所成就的，而是基督的作為！ 
 

耶穌基督藉着保羅的言語作為來作工。在保羅的言語和作為背後的，乃是“神蹟奇事的能力”（希臘文：

dunamis sémaión kai teratón）和聖靈的能力（希臘文：dunamis）。一個“神蹟”（希臘文：sémaión）不只是

一件奇事、一些奇妙的事件（林後十二：12；加三：5；來二：4），而是一個具體的記號，指向那位使這事發

生的神，從而證明其神性。使徒保羅所行的神蹟（記號），指向耶穌基督是那位使這事發生的神。這些神蹟

（記號）證明保羅是奉耶穌基督差遣作使徒的（參看申三十四：17；可十六：20；徒二：43；林後十二：12；

來二：4）！ 
 

保羅說他藉着聖靈的能力行神蹟。保羅有一個特點，就是當他談到福音叫人得救的果效時，總是提到聖靈。他

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他沒有把聖靈的工作和耶穌基督的工作區分（羅八：9-11；林後三：17，18）。保羅的

教導圍繞着神的三種啟示（位格）的功能，以及基督徒與神的三種啟示（位格）的獨特關係。保羅的思想乃受

三位一體的教義影響（羅十五：30；弗四：3-6）。 
 

 

十五：19 下-21 

問題 2。保羅的宣教事工有什麼策略？  

筆記。 
 

 (1) 保羅總結了基督藉着他所成就的工作。 

使徒保羅“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傳揚福音。他描述了他的傳道工作直到如今在東邊和西邊的界限

（參看提後四：10）。他說：“我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保羅不是指他已將人們當知道的一切都教訓他們

了，正如他在以弗所那裏所作的一樣（徒二十：20，27），而是指他在這整個地區履行了傳福音的任務。他的

目的是為整個地區的基督教會立好根基（林前三：7，10）。這工作他已經完成了。 
 

 (2) 保羅解釋他個人在宣教事工上的策略。 

他說：“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保羅用來引導他的事

工及其範圍和界限的策略，就是立好基督教會的根基，並且不時透過以下各種途徑來加強他的工作： 

• 恆常的禱告（帖前一：2-3） 

• 定期的探訪 

• 寫信 

• 差派同工 
 

他的使徒活動不是為了建立由其他基督徒所創立的教會。保羅引用賽五十二：15，那節經文的背景是一個論到

彌賽亞受辱之後得榮耀對世界帶來的影響的預言（賽五十二：14）。外邦列國和君王必看見、聽見和明白一些

從前未曾聽見的事。保羅引用這節經文，表明他自己在外邦人中的宣教工作是按照神的計劃進行的，因此也是

聖經具體要求的。然而，保羅並沒有要求他個人在宣教上的策略應當成為所有其他宣教士的宣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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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22-24 

問題 3。保羅將來有什麼宣教旅程的計劃呢？ 
 

筆記。事實上，使徒保羅先到那些福音還未傳到的國家和城市那裏去，是他多次被攔阻，總不得到羅馬去的原

因。然而，現在他在這個地區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他計劃在他往遙遠的西方的途中到羅馬探訪。保羅到西班牙

的計劃是確定的。雖然聖經沒有告訴我們到底保羅有沒有到過西班牙，但一位名叫“羅馬的革利免”（主後

95年）的教父所寫的“給哥林多人的書信”，以及一份名為“穆拉多利殘卷”（主後 170年）的古代文獻，都

指出保羅確實曾到過西班牙。保羅計劃取道羅馬前往西班牙。他希望在那裏作一些事工，然後在他們的幫助下

把他送到西班牙。聖經中有證據顯明，有其他教會支持使徒保羅的宣教旅程（徒十三：1-4；十四：26；十

五：40；腓四：15-16）。 
 

 

十五：25-29 

問題 4。保羅為耶路撒冷的窮人所作的是什麼事工？ 
 

筆記。保羅計劃在他去羅馬和西班牙之前，先往耶路撒冷去，把馬其頓和亞該亞的基督教會為住在耶路撒冷和

猶太的貧窮基督徒湊出的捐項（金錢捐獻）帶給他們。這些慈惠的工作是使徒保羅的普世宣教事工的一部分。

這捐獻稱為“團契相交”（希臘文：koinónia）。它象徵來自世上不同國家的基督徒之間的團契相交。耶路撒

冷和猶太的基督徒給外邦人分享福音。現在，這些在外邦列國的基督徒給住在耶路撒冷和猶太的貧窮基督徒分

享他們的物質財富。雖然捐獻的數額是出於甘心樂意的，但這種愛的分享是世上所有基督徒的義務（羅十五：

27）。普世的基督徒都要彼此分享屬靈上和物質上的福氣。在這個階段，外邦人欠了猶太人的債，應當給猶太

人分享他們的物質財富，因為福音是從猶太人出來的（參賽二：3 下；十一：1；四十二：1；六十：3；約

四：22）。因此，使徒保羅教導我們，猶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之間的彼此依賴（正如羅馬書第十一章所教導

的）應當是具體和實際的。 
 

在羅十五：28，保羅明明地說：“等我辦完了這事，“把這善果向他們交付明白”，我就要路過你們那裏（羅

馬），往士班雅去。”“把這善果……交付明白”（希臘文：sfragizó）這句話有點難理解，但它的意思大概

是“當我把所收集的款項安全地（密封的）放在他們的手中。” 
 

 

十五：30-33 

問題 5。為什麼保羅請求他們向神祈求？ 
 

筆記。在羅十五：30，保羅說：“我……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保羅有一個特點，就是請求人

為他禱告祈求。禱告是一同竭力的（希臘文：sunagónizomai）。這是一場角力，因為在基督徒周圍的邪靈、在

他們生活的邪惡世界，以及在他們裏面的罪惡本性，都作出抵抗。這是一場鬥爭，因為門關上了，要對抗基

督、基督徒、基督教會和基督信仰的信息。因此，保羅請求基督徒向神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

講基督的奧秘，叫我按着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秘發明出來”（西四：3-4）。因為禱告是一種鬥爭，所以基督徒

要藉着一同禱告來互相支持。 
 

他特別請求他們為他即將展開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禱告。他請求他們為他禱告，求神叫他脫離在猶太的非基督

徒，他們是在各處激烈反對保羅並試圖把基督徒帶回猶太教的猶太人。他也請求他們為他禱告，讓他為猶太基

督徒所作的服事蒙他們悅納。保羅並不渴望殉道，但他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向外邦人傳道的事工受人質疑。他

很可能聽過在耶路撒冷流傳有關他的謠言，說他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的律法，對他們說不要遵行

猶太人的規條（徒二十一：20-21）。因此，人們有理由擔心他在馬其頓和亞該亞收集捐項的事工在猶太得不

到接納。雖然保羅面對這一切反對，但他承認神的主權。他說：“主若願意，我就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

（太二十六：39；雅四：13-17）。他相信所發生的一切的事都是全能神所允許的！使徒保羅把自己和生命中

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完全交託給神，順從神權能的旨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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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十五：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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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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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羅十五：1-33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五：1-2。 不求自己的喜悅，卻要叫你的鄰舍喜悅，擔代他在所疑惑的事的顧慮，並要建立他。 

十五：4。 要閱讀和研習舊約，因為舊約上所寫的一切都是為了教導基督徒要有忍耐、堅持到底。它藉着神

過去所說的話和作為來安慰他們。 

十五：5。 要知道，只有在神叫基督徒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當他們繼續跟從祂）的時候，基督徒才能

達致合一。若沒有門徒訓練（成長邁向成熟）（林前三：3-4；弗四：13-14），教會就無法達致

合一，也無法與其他教會達致合一。 

十五：7。 接納不等於容忍。基督徒接納的標準正是耶穌基督接納我們那樣。 

十五：14。 在教會裏培養彼此勸戒的能力（參看西三：16）。 

十五：14-15。總不要停止在你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身上發揮影響力。給他們誠心的讚許，藉此鼓勵他們。要再

三提醒他們神的恩典。 

十五：18。 要把榮耀歸給神，要談論耶穌基督藉着你所成就的事，而不是談論你為耶穌基督成就了什麼事。 

十五：19-20。有時候，讓保羅的個人策略向你發出挑戰，到沒有人傳過福音的地方傳福音。 

十五：24。 計劃你將來要做的事，但總要將你的計劃交託給神（箴十六：3）。 

十五：27。 要與你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分享你在屬靈上和物質上的福氣，尤其是世上那些最需要這福氣的基督

徒。 

十五：30。 與一些基督徒一同竭力為他們向神祈求。 
 

2. 從羅十五：1-33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要擔代教會裏不堅固的基督徒的軟弱。 
 

我要與教會的同工一同竭力祈求，為同工、為打開福音的門和敞開的心靈向神祈求。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羅十五：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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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或研習羅十五：1-33。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何西阿書第二章、約珥書第二章、、阿摩司書第五章、約拿書第一章閱讀半章經

文。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20) 羅十六：17。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講授。準備記載在太二十五：31-46中的“綿羊和山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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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