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課

門徒訓練。
1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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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一課有關門徒訓練的教導交給主。

2

[神的特徵]

敬拜（20 分鐘）

神是無限的

定義。
“敬拜”是甚麼？“敬拜”是：
• 一種敬畏、崇敬、順服和奉獻給神的態度，
• 是以各種禱告方式和我們每天的生活方式表達出來的。
我們必須認識“聖經中的神”才能敬拜神。
我們在每次敬拜都會學習神的其中一個特徵（屬性），我們因這屬性敬拜祂。
默想。
敬拜是稱頌和讚美神。
主題：聖經的神是無限的。
1. 神不受時間限制，但神在時間裏彰顯自己。

閱讀詩九十：4。創造整個宇宙的“時間”是屬靈的性質，不能以人的時間框架來表述，因為我們人類理解的
“時間”，是神在第四天創造的日夜，即神創造的二十四小時為一天，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創一：14）。神
於“太初”創造了宇宙的天體和地球（創一：1-2），即在祂於“第六日” 天地萬物都 造齊了之前（創二：
1），及在祂創造二十四小時為一天之前（創一：14）。“神創造的一天”（創一：5）不能以人的時間框架來
表述。
然而，神創造的普通一天，長度限於二十四小時，普通一年的長度約三百六十五日。神不會受自己的創造限
制，因此不受自己創造的“時間”限制。祂不受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時間框架限制，也不受人類歷史限制。神
能夠使時間加快或推延時間，也能夠回到過去，或去到未來。
在人類的歷史，神高於人類的時間框架。祂擁有完全的權能，知道並掌管人類歷史的事件。但儘管神高於人類
受造的時間框架，不受其限制，祂卻在人類受造的時間框架內彰顯自己！神除了擁有神性，還透過擁有人性，
進入人類的時間框架和歷史之中。這是惟一方法神能完全向受造的人彰顯自己（加四：4；約壹一：1）。
2. 神的思想無可測度，但人可以明白神的說話。

閱讀 賽五十五：8-9；申二十九：29。神有許多未向人顯明的意念和計劃。神對於如何創造這個宇宙、邪惡的
起源、為何容許人犯罪墮落、以及有關救恩和對人審判的許多意念均沒有向人顯明出來。神對自己某方面的意
念：祂的神性和在人類歷史中的救贖計劃也沒有向人顯明。神對我們生命的計劃和祂在人生中作工的方式並沒
有向人顯明。這些意念屬於“神隱藏的事情或奧秘”（和合本稱作隱秘的事），即這些事屬於神永恆的決定，
人總不能理解和質疑。隱藏的事情或奧秘只屬於神，舉例說，神從不會說明祂為何特定為我們安排了現時的父
母，讓我們出生和成長，生活於世上，為何賜予我們特定的外表、情感和智能。然而，這一切沒有說明的事情
正好符合祂對我們人生的永恆、主權和完美的計劃！
不過神也向人顯明了許多事情！神就祂的本性和個性、人墮落的天性、及在人類歷史中祂的救贖計劃等多方面
均顯明出來。這一切事情屬於“明顯的事”，而明顯的事是屬於我們和我們的子孫的。我們能明白這些事，也
應該明白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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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有無限的大能。

閱讀耶三十二：17、27。神以權能創造整個宇宙！在神沒有難成的事！人的問題、無能和缺憾（身體、精神、
情緒、社交等）及挫折或不幸從不會阻礙神的計劃！這些軟弱永不會限制或廢去神的旨意！它們可能是我們的
困難，但從來不會是神的障礙！“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一：37）！神在宇宙中是全能的，
隨己意而行，祂的意念和計劃全都能實現。“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樣定
意，必照樣成立；萬軍之耶和華既然定意，誰能廢棄呢？他的手已經伸出，誰能轉回呢？’”（賽十四：24、
27）！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在祂兒女身上發生的任何事情都經過祂神性的默許！
4. 神的知識無限。

閱讀詩一百三十九：1-4。神看見一切，知道一切！祂看見有形和無形的事物，看見外在和內在的事物，看見
身體、精神、情緒和屬靈的實況。“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 的主
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來四：13）。神知道我們夢想、思想、感覺、說話和所作的一切事情，知道我們
一切的動機和態度。因此，我們的生命可以赤露敞開，坦然無懼。
5. 神的同在不受限制。

閱讀詩一百三十九：7-12。神是個靈，不受肉身或地上任何所在限制。祂在宇宙每個角落，超出了宇宙所限。
沒有人能向神躲藏，逃往一個沒有神的地方。

總結。雖然沒有人可以測透神的本質及性情、祂完美的屬性和祂的同在、祂的計劃和旨意，但是人可以按着神
在聖經中、在耶穌基督裏顯明祂自己的程度去認識神和知道祂的心意、說話和作為。
敬拜。
敬拜神無限的屬性，三人一組，在小組裏敬拜神。

3

［靈修］

分享（20 分鐘）

創一：1 至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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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一：1 至四：26）學到什麼。聆聽別人的分
享，認真看待和接納他們。不要討論別人的分享。

4

［靈修］

講授（70 分鐘）

提問方法

簡介。當你抽時間與耶穌基督相交，將會經歷神為你計劃的奇妙祝福。每日靈修是基督徒可以建立的最重要屬
靈操練。
• 在手冊 1 中，我們學會了“選讀經文或默想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
• 在手冊 3 中，我們將學會靈修的第二種方法：“靈修的提問方法”。
請選擇最適合你的方法。
A. 與神（耶穌基督）每日相交的動機（靈修）
你透過恆常（每日）靈修與耶穌基督相交。
1. 與耶穌基督開始相交。

閱讀 約六：27-29；約八：24。
與耶穌基督的相交由相信祂開始。不相信耶穌基督，便不會得救！沒有信心，便無法與耶穌基督相交。因此，
惟有你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和生命的主，讓祂進入內心和生命，才可能開始每日與耶穌基督相交。
2. 與耶穌基督相交的原因。

探索和討論。為何與耶穌基督的相交對基督徒是不可或缺的？
(1)

為了經歷神的恩典和真理，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 約一：16-17。耶穌基督帶來恩典和真理。與耶穌基督的相交為我們帶來這些恩典和真理。若認為基督徒
必須遵守數以百計的律法和規則（行為守則）才能討神喜悅，這是不正確的。這種基督信仰繁重（參看太十
一：28）而不可能做到。耶穌基督藉着受死和復活賜下了恩典。恩典寬恕罪，使我們有能力遵從神。此外，我
們可以認識神關乎人、罪、救恩和如何生活的真理。“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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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16）因此，每日與耶穌基督相交使我們可以領受恩典，而且恩上加恩，就像海浪一波波湧上沙灘。你
不願錯過神這份恩典吧！
(2)

為了認識我們自己，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約二：25。我們以為認識自己，但事實不是這樣。惟有耶穌基督完全認識我們。與耶穌基督相交幫助我們
認識自己的本相。因為耶穌基督知道我們的一切、我們的軟弱和潛能，當我們與祂相交時，祂幫助我們建立個
性和品格。
(3)

為了經歷接納，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約六：37。與耶穌基督相交帶來接納。所有人均有三種情感上的需要，包括被接納、安全感和生命意義。
人的第一個情感需要是被接納。我們在軟弱和陋習下，與耶穌基督相交使我們感到被接納，知道有人渴想我
們，愛我們，需要我們！
(4)

為了領受神的指引，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約八：12。當我們行在耶穌基督的光中，就會學懂仰望神，看見神要我們行走的道路，理解神想我們作出
的選擇和決定。我們會知道神想我們成為怎樣的人，祂想我們做甚麼。
(5)

為了經歷真正的自由，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 約八：31-32。與耶穌基督相交使我們整個人得以自由。我們可以擺脫愚昧和假教導，遠離罪惡的思想、
動機、態度、習慣和關係，得着自由。與耶穌基督相交使我們脫離一切的枷鎖（或奴役）！
(6)

為了經歷安全感，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 約十：27-28。與耶穌基督相交帶來安全感。人的第二種情感需要是安全感，沒有環境或任何人可以使我
們離開神。一切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事均有祂的旨意（羅八：28）。“沒有甚麼，也沒有人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
絕”（羅八：37-39）！
(7)

為了經歷神的愛和親密，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約十四：21、23。與耶穌基督相交使我們經歷神的愛和親密。我們會經歷祂的忍耐、慈愛和信實。祂會鼓
勵我們，激勵我們，使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下經歷祂的同在。
(8)

為了經歷生命意義，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約十五：5。與耶穌基督相交使我們多結果子。人的第三種情感需要是生命意義。我們若沒有與耶穌基督
相交，就沒有真正而長久的影響力，對人生沒有甚麼貢獻。“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長久的意
義）。”與耶穌基督相交為我們和別人的生命不斷帶來意義。我們經歷耶穌基督使用我們來影響別人和事件的
進展。我們為永恆結出果子。
(9)

為了經歷真正的友誼，與耶穌基督的相交不可或缺。

閱讀 約十五：14-15。與耶穌基督相交使我們與祂和其他人建立重要的友誼。在這段友誼裏，基督採取主動，
為我們作出各種犧牲。祂總是提升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活出順服的生命。祂與我們分享最深的思想。

總結。與耶穌基督每日相交，特別是靈修，使我們經歷神為我們計劃的美妙祝福（弗一：3）。
B. 方法（靈修的提問方法）
抽一段特別的時間與神相交，特別是透過聖經和禱告，有時這種相交稱為“靈修”。靈修的“提問”方法同樣
有五個步驟：
步驟 1. 向神禱告。
透過有意識地進入神的同在來開始與神相交的時刻。求神藉着聖經和內住的聖靈親自對你說話。求神藉着默想
祂的話語更新你的生命，使你剛強。
作簡短的禱告，有助你的思想向着神。例如，你可禱告說：“主啊，求祢向我顯明祢自己，指教我遵行你的旨
意， 指引 我當行的路。”（詩一百四十三：8、10）。或者“主啊，求祢使我今日聽見祢的話。”（來三：
15）。或者“求你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詩一百一十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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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閱讀聖經。
每天閱讀一段經文、或半章或整章經文。你可以使用讀經計劃（參閱手冊 1 的附錄 2）。每個 “空中門訓”課
堂的結尾都列出為下次聚會做的準備，包括三章半經文，作為下次聚會之前靈修的經文 ，旨在讓門訓小組
（“空中門訓＂小組）的每位組員在每天靈修中閱讀相同的經文。你也可能喜歡使用“標記聖經方法”（參閱
手冊 1 的附錄 3）。
基督徒小組可以每天聚會，以小組形式進行靈修。這能幫助每個組員每天與耶穌相交。在一些國家，基督徒小
組大清早便聚會，一同靈修、讀經和禱告！
步驟 3. 選擇問題。
從你想學習更多的主題中選擇一個或多個問題。
使用以下一個或多個問題：
問題 1. 認識神。
我從聖經中對神（基督或聖靈）有何認識？祂是怎樣的？祂說過甚麼？祂做了甚麼？祂現在對我說甚麼？祂現
在在我生命中有何工作？例如保羅於徒二十二：8、10 的兩條問題：“主阿，你是誰？”“我當作甚麼？”
問題 2. 認識人。
我從聖經中對人有何認識？人是怎樣的？他們說了甚麼？他們做了甚麼？他們的動機、態度、渴望、習慣、技
能、成就和過犯是甚麼？
問題 3. 認識自己。
我從聖經中對自己有何認識？我來自哪裏？我是誰？我為何在這裏？我會去哪裏？我思想和相信甚麼？我做了
甚麼，忽略了甚麼事情？我可以成為怎樣的人？我如何有影響力？
問題 4. 改變。
神想我知道或相信甚麼？神想我成為怎樣的人，或做甚麼的事？神或神的話語要求我有何回應？
你可以設計自己的問題。例如：
問題 5. 評估。
我現在與耶穌基督的關係到甚麼地步？我希望與祂的關係能到甚麼地步？
問題 6. 理解。
有甚麼是我不明白而要請教組員的？
問題 7. 感受和情緒。
我讀經時有何感受？這使我恐懼還是給予我盼望？使我不舒服還是給我鼓勵？
問題 8. 事工。
耶穌如何與人建立關係？耶穌如何服事人？耶穌如何教導、操練和裝備人？耶穌如何回答別人的提問？耶穌如
何回應壓迫、困難和挑戰？
問題 9. 關係。
我應如何與其他基督徒、其他群體和宗派建立關係？我應如何回應假先知和假教師？我應如何應對罪惡的人？
我應如何對待貧窮的、受壓迫的和殘疾的？
問題 10. 建立品格。
我應建立甚麼美德或基督徒品格？
步驟 4. 默想你的領受。
默想你的領受，因為你想明白真理，從中得着新的力量，並且實行出來。
基督徒默想有別於其他宗教的默想。基督徒默想有以下四個部分：思想、禱告、應用和記錄。
(1)

思想。
你默想，因為你想明白神的說話。因此你思想重要字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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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禱告。
你想知道神對你說了甚麼。因此你在心中輕聲禱告，求問神祂想對你說甚麼，求祂向你解釋真理，顯明真理在
你生命中的作用，在禱告中與神討論真理，期望在靈裏聽見神的聲音。
(3)

連繫。
你想實踐真理。因此你將真理連繫至個人生命中，以及你生活的世界。
問自己類似的問題：“根據這真理，我需要甚麼？”“甚麼真理更新和堅立我？”
“神想我知道和相信甚麼，成為怎樣的人，做甚麼事情？”簡言之，“神要求我有何回應？”
(4)

寫下
你想記下和表明真理。因此你將默想中最重要的思想寫下，記在筆記本上。
步驟 5. 為你的答案禱告。
為你默想中最重要的思想禱告。記着，“禱告”是回應神對你說的話。
C. 靈修生活的實用建議
1. 每天習慣。
• 每天抽時間靈修──獨自或與另一個人或小組。
• 清晨、下午或晚上靈修，選最適合你的時間。
• 使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方法或提問方法。
• 同時使用讀經計劃和標記聖經方法。
2. 將你的領受記錄在靈修筆記。
記錄你的筆記如下：
• 日期。
• 你在靈修中所讀的經文章節。
• 你思想的一條或多條問題。
• 在默想中所有重要而你又想記下、實踐和分享的領受和思想。
整理和記錄你的思想有助你釐清、記下和傳遞神的真理。閱讀你的筆記有助你發現神如何帶領你。
3. 在小組裏分享你其中一次的靈修得着。
在門徒訓練小組的聚會中，分享過去一星期或十四天內其中一次的靈修得着。請在赴會之前選定你要分享的靈
修得着。你當然可以讀出你所寫下的筆記。
4. 與小組一同靈修。
與小組一同靈修，使用提問方法，共同決定你會使用甚麼問題，彼此分享領受，彼此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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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兩句），為你今天所學的教導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向神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導回應神。（羅十五：30，西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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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內實踐：從聖經中選取一篇經文，例如
詩三十四，並設計自己的問題。與另一個人或一組人傳講、教導或研讀靈修“提問方法”的教導。
2. 與神相交。在舊約中，我們只選取重要的章節靈修。
每天在靈修中從創六：1 至九：28 閱讀半章經文。
使用靈修的提問方法，寫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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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創一：24 至二：25。主題：教會的文化任務。
使用研經的五個步驟，寫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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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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