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講道系列 5 課 

 

戒除惡習迎接自由 

 

焦點：人很容易養成各種生活習慣，其中有些是應戒除的惡習。 

 

一、  破冰活動／Welcome 

 

每個人從小到大或多或少都培養了一些習慣。請分享一下你有什麼好習慣？是怎麼培養

起來的？你覺得哪些習慣是「壞習慣」？這些習慣為什麼不好？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約翰福音 5/5-9 

 

5:01 這事以後，到了猶太 人的一個節期，耶穌 就上耶路撒泠 去。 

5:02 在耶路撒泠 ，靠近羊門 有一個池子，希伯來話叫作畢士大 ，旁邊有五個廊子； 

5:03 裡面躺著瞎眼的、瘸腿的、血氣枯乾的許多病人。 

5:04 (有古卷加：等候水動；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之後，誰先下去，

無論害甚麼病就痊愈了。) 

5:05 在那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 

5:06 耶穌 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愈嗎﹖』 

5:07 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我正去的時候，就

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5:08 耶穌 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 』 

5:09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來走了。 

 

5:14 後來耶穌 在殿裡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

更加利害。』 

 

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04.01 請分享一下「習慣」是如何養成的？ 

每一個行動最初的時候都是由思想先開始的，思考並接受了以後，才行出來。而「習慣」

是從思想產生重覆的動作所培養起來的；所以有人說，種下一個思想就收成一個動作 ，

你同意嗎？ 

 

04.02 習慣一旦養成，不論它是好的或壞的，都不容易戒掉，為什麼？ 



因為習慣帶來一些好處(例如抽煙可減緩焦慮，提昇靈感)？ 或因為人的天性，不想改

變(因為改變後必須重新適應)？或因為對神沒有信心(我們不喜歡離開、不喜歡接受上帝

要給我們的新東西)？ 

 

04.03 為什麼耶穌 要問他「你要痊癒嗎？」 

因為要激發他願意改變的動機(假如一個人從來不想得醫治、不想脫離罪惡、不想脫離

惡習，你再怎麼幫助他都是枉然)？要讓他看出自己心中充滿了負面思想（沒有人把我

放在池子…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 

 

04.04 14 節耶穌 說「不要再犯罪了」顯然他的問題與罪有關；從這節經文，我們看出耶

穌不僅關心他的身體，也關心他的內心，讓我們明白基督教的福音是從裡到外都同時處

理的宗教。耶穌 今天若遇到你，你覺得祂會幫助你改掉哪個壞習慣？ 

 

04.05 若是你要改變自己，想戒除一個壞習慣，你覺得下列何者對你的幫助最大？ 

家人？朋友？教會會友？小組？禱告會？自己…？行為治療(行為治療法—從外面的改

變來帶動裡面的改變)？其他？ 

 

 

 

 

五、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主日講道系列／不要發怒 

 

焦點：探討發怒的原因與解決之道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每組以三人為原則不要超過四個人 請分享 

你家中誰的脾氣最大？帶來什麼不好的影響嗎…？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 

 

** 雅各書 

1:0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1:13 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人。 

1:19 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

地動怒  

1:20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 

4:07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 。務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 羅馬書 

12: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12:18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2:19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因為經上記著：『主說：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12:20 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

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12:21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 以弗所書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 

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4: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聖經原則思考／ 



雅各書：面對試煉和試探人常常會「發怒」，這是天然人的反應，也是最本能的反應，

但卻不是最正確的反應。 

 

01.人往往因下列原因發怒 

01.01 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或損失而發怒 

01.02 想控制環境，卻無法達到，於是產生反應和脾氣 

(情緒是中性的，沒有對錯。但想法與反應卻是可以控制的《例子：當你正生氣時，態

度與說話的聲音變得很不一樣，但後來接到一位你很尊敬的長者的電話，你講話的聲音

與態度常會立即改變過來。》) 

01.03 不原諒人、內心甚至想要報復(愈親近的人，愈容易傷害我們) 

01.04 為自己的發怒找藉口(例如︰這就是我的個性；我是憑愛心說誠實話—往往注重誠

實的程度遠超過愛對方的心) 

 

02.正確的發怒如下 

02.01 為罪發怒(恨惡罪惡)—或為神的緣故，非為自己 

02.02 發怒中仍然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和語言 (生氣卻不犯罪、不給魔鬼留地步) 

02.03 相信神掌權 ，因此雖發脾氣卻同時存有耐心 

02.04 短暫的發怒，不含怒到日落，可以很快的原諒別人 

02.05 勇於面對自己、快速悔改 

 

03.應用聖經原則 

03.01 放棄藉口 、面對問題 —不怪環境，不怪別人 

03.02 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發怒 —在不知如何反應時不要反應 

03.03 從捆綁中讓神 來改變、釋放 

03.04 盡力與人和好 —勇於認錯，無論人是否願意原諒我們(羅 12：18) 

03.05 祝福那些逼迫我們的人 —不要自己報復，讓神來處理(寧可讓步、申冤在神) 

03.06 人要先順服神 ，才能抵擋魔鬼的詭計(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04.聖經原則應用討論 

 

04.01 你平時用在生氣的時間多不多？ 

04.02「情緒是可以控制的」特別是想法與反應。請分享一個實際的例子，說明不同的

觀念的確可以幫助自己的情緒；或是不同的反應可以帶來不同的情緒。 

04.03「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你會怎樣把它行出來？ 

04.04「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若是生氣了，要怎麼辦？ 

 

四、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主日講道系列／拒絕自義選擇謙卑 

 

焦點：人很容易驕傲、自義，但神喜歡我們謙卑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 

 

921 以來大家活在地震陰影下，請分享這個月你怎麼過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路加福音 18/9-14 

 

18:09 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 

18:10 說：『有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 

18:11 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ㄧ鰜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

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 

18:12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18:13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ㄧ鰜啊，開恩可憐我這個

罪人! 」 

18:14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

的，必升為高。』 

 

 

● 聖經背景說明／ 

 

法利賽人：耶穌當時的一個教派，潔身自愛、生活嚴謹，非常遵守摩西律法，受到一般

人尊敬；他們也會要求別人遵守律法；由於太過注重，反而忽略了愛與憐憫，或有時注

重外在的遵守而忽略裡面對神的敬虔，流於虛偽。 

 

稅吏：耶穌時代，以色列為羅馬帝國殖民地，羅馬政府選派猶太人替羅馬徵稅。猶太稅

吏往往藉公權力多徵稅銀，除繳納羅馬外，其餘納入自己口袋，為當時社會所不齒。 

 

 

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04.01 何謂驕傲：這裡說到驕傲的人有兩個特質/第一、認為自己是義的，第二、藐視別

人。換句話說，第一個特質是「看不見自己的問題」，第一個特質是「看不起別人」。

比較法利賽人或稅吏，你覺得自己像哪一位？ 

 

04.02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不是陷在驕傲裡面？下面有四個檢查方法，請分享哪一方面

你最容易出問題？ 

「當別人各方面都表現得比我出色的時候，我的反應是怎麼樣？」 

「當別人比我差的時候，我的反應是什麼？」看不起？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你容不容易放下身段求人幫助？」 

「當別人批評你、踩到你的神經的時候，你的反應如何？」 

 

04.03 「人很容易驕傲」為什麼？你的看法怎樣？ 

是罪性(撒旦引誘亞當、夏娃吃果子，以便能像神，驕傲的人往往想自己做上帝…)？是

習慣？還是社會風氣？或因為自己擁有不錯的美麗、學問、資財…等種種好東西，便覺

得高人一等？ 

 

04.04 如何拒絕驕傲，選擇謙卑？你覺得下列兩個方法是否能幫助你？ 

方法一：讓神幫助我們，耶穌是被上帝的靈完全充滿，因而可以拒絕撒但一切的試探。 

方法二：透過愛的團隊幫助我們。把自己放在愛的團契中，只有在團隊當中可以彰顯出

自己有多驕傲；愛的團契會幫助我們謙卑，讓我們在這團隊中學會捨己，彼此相愛、付

出，學習不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我們就愈來愈能脫離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態

度。 

 

 

五、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主日講道系列／基督徒的自由 

 

焦點：基督徒是自由的，特別是說「不」的自由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請分享在今年最後一季你的 

期待、願望、夢想、目標、想完成的事情…每組以三人為原則不要超過四個人。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哥林多前書 10 章 

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02 都

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 03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 0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

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05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

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0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 貪戀惡事，像他們

那樣貪戀的； 07 也不要 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

來玩耍。』 08 我們也不要 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09 

也不要 試探主（有古卷：基督），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 10 你們也不要 發

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11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

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12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

得跌倒。 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

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14 我

所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逃避 拜偶像的事。 15 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你們要審察我

的話。 16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

督的身體嗎﹖ 17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18 

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分嗎﹖ 19 我是怎麼說呢﹖豈

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偶像算得甚麼呢﹖ 20 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

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 21 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

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22 我們可惹主的憤恨嗎﹖我們比他還有能力嗎﹖ 23 凡事都

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 24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

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 25 凡市上所賣的，你們只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

話， 26 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27 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們赴席，你們若

願意去，凡擺在你們面前的，只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 28 若有人對你們

說：『這是獻過祭的物』，就要為那告訴你們的人， 28 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吃。 29 我

說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這自由為甚麼被別人的良心論斷呢﹖ 30 我若謝恩而

吃，為甚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 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



榮耀神而行 。 32 不拘是猶太 人，是希臘 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 33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 ● 聖

經背景說明／ 

01 哥林多 城市偶像很多，市場中賣的肉品，多半是已經祭拜過的，因此有些會友心中

懷疑，到底基督徒能不能吃拜過的東西？保羅 說：基督徒有自由可以吃，但有時為了

別人的信心或良心，要自我犧牲，自我放棄原有的自由。 

02 本章中，保羅 在 23 節提到基督徒凡事都可行，是很自由的。基督徒自由生活的原

則有四：基督徒有不犯罪的自由(6-10 節)；基督徒有不被轄制的自由(23 節)；基督徒有

捨己愛人的自由(24-29；32-33 節)；基督徒榮耀神的自由(30 節)。 

 

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04.01 經驗分享／你最注重哪方面的自由？曾否有過不自由的經驗？ 

 

04.02 你對自由的定義是 

1）可以隨心所欲的做我所喜歡的事 2）只要不侵犯別人的人權，我可以享受一切的權

利 3）不被強迫做某事，也不被限制不得做某事 4）在法律範圍內行使一切權利 5）聖

經所允許的範疇內才是自由 6）其他 

 

04.03 你認為基督徒的生活是否真的很自由？ 

 

04.04 自由與放縱情慾有何相似之處？有何不同？如何避免使自由變成放縱情慾的機

會(被情慾轄制)？如何拿捏？ 

 

04.05 在我的生活中是否有些地方是我個人的「自由」，但卻有可能使別人跌倒？你能

不能舉個例子說明？ 

例如／堅持穿某種服飾？喜歡大聲的聽熱門音樂？追求某種程度的生活型態？參與某

種社團活動？其他？ 

 

04.06 我要怎樣決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做？根據本章聖經有哪些原則？(參考背

景說明 02) 

 

 

五、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主日講道系列／斷開祖先遺傳的罪與咒詛 

 

焦點：人從祖先遺傳了好與不好的東西，怎樣能斷開不好的影響呢？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 

 

談談你的祖先從事何種行業？你對他們的情形熟悉嗎？為什麼？ 

 

二、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約翰福音 5/5-9 

 

民 14:18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赦免罪孽和過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申 05:09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

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申 05:10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尼 01:06 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僕人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祈禱，承認

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 

尼 01:07 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沒有遵守你藉著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律例、典

章。 

 

利未 26：39-42 

26:39 你們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敵之地消滅。 

26:40 『他們要承認自己的罪和他們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並且承認自己行事

與我反對， 

26:41 我所以行事與他們反對，把他們帶到仇敵之地。那時，他們未受割禮的心若謙卑

了，他們也服了罪孽的刑罰， 

26:42 我就要記念我與雅各所立的約，與以撒所立的約，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並要記

念這地。 

 

申 23:05 然而耶和華─你的神不肯聽從巴蘭，卻使那咒詛的言語變為祝福的話，因為耶

和華─你的神愛你。 

 



詩 103:17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

四、聖經問題內容思考／ 

 

04.01 撒但用來建造屬靈營壘的方法有三，請問何者最容易被我們忽略？為什麼？ 

（1）利用人的罪 （2）利用周圍人的罪（3）利用祖先的罪(歷史) 

 

第一，撒旦利用我們個人的罪，例如不誠實；不肯饒恕；驕傲、自以為義來控制我們。

撒但會用我們個人的罪，在我們內心建造牠屬靈的營壘。 

第二，撒旦利用周圍人的罪《例》有些人在小的時候，就受到性騷擾或性壓迫，長大以

後，性格就容易變得不健全。 

第三，撒旦利用用祖先的罪，在我們內心建造牠屬靈營壘，達到攻擊傷害我們的機會 

 

容易忽略是因為 1 以為人一死百了，已死的人不會侵害我們。 2 覺得信仰是個人的事

情，與祖先毫無關係。 

 

 

04.02 請你想一想你的父母在身體上或個性上給你的遺傳，有那些好的或不好的部份？ 

 

 

04.03 你信主後，是否因而脫離了某些從家族傳下來不好的影響？你或你的家族裡是否

有什麼困擾的事經常發生，卻一直不知道原因？ 

 

 

04.04 切斷祖先的罪和咒詛有三個實際可行的步驟，以下你覺得哪一個步驟最不容易？ 

步驟一：向神承認自己的罪和祖先的罪 

步驟二：靠著耶穌的寶血以信心宣告、潔淨遮蓋所承認的一切罪 

步驟三：為祖先感謝，為子孫祝福(免除一切的不滿與埋怨) 

 

 

 

五、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