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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得更好 

 

 

一、破冰活動／ 

以下是一些有名的建築物，你能不能點出你參加的教會或小組有哪些建物的特

性？哪些特質又是你參加的教會或小組所缺少的呢？請分享 

**基督教醫院／提供人們醫療、康復、安慰的場所 

**發電廠／從裡面能發出許多力量來 

**大學／有很好的教導與學習環境 

**機場／開放空間，無分國籍、性別、年齡自由出入 

**甜蜜的家／享受真正的關懷與服務 

**旅店／對遊子提供安歇之處 

**其他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以弗所書 4：17-32  

4:17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地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 

18 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 19 良

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20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

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

一新， 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26 生

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28 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29 污穢的言

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30 不要叫神

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31 一切苦毒、惱

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惡毒（或譯：陰毒），都當從你 31 們中間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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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1 節／19 節的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與讚美，和 20 節的感謝父

神一樣，彼此順服乃是 18 節聖靈充滿的表現之一。 

1. 23 節／如同教會順服基督，保羅所提的是角色的相互關係，不是平等不

平等的問題。 



2. 32 節／丈夫的責任是夠重的：愛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重要的關

鍵在 31 節的「二人成為一體」，彼此都應待對方如同自己。 

33 節／將上述關係作一個歸納 

6：1-3 神的應許是對整個民族而非個體。家族的關係如同人的脊椎，脊

椎發生問題，整個民族即面臨瓦解。 

 

四、開端問題／家庭關係對每一個人都有深遠的影響 

 

04.01 第 21 節的「順服」，讓我聯想到 **互相角力 **權力 **人性弱點 **失敗 

**愛 **犧牲 **其他 

 

04.02 你聽到「妻子要順服丈夫」時，你的反應（覺得）如何？ **保羅是男性

沙文主義者 **我沒什麼選擇 **講比說容易得多 **你必須先愛一個人才能作到

此點 **如果這真是神的命令，那麼… **其他  

 

04.03 你聽到「丈夫要愛妻子」時，你的反應（覺得）如何？ **我只有一個妻

子，不愛她還愛誰？ **但她並不順服我 **我想要作到這點，但有困難 **這有

點像是無限的給予 **大部分的先生比妻子自私 **其他 

 

04.04 你聽到「孩子要聽從父母」時，你的反應（覺得）如何？？ **如果我的

父母不是基督徒呢？ **我不能再聽從他們，但我尊敬他們 **他們的想法和我實

在差太多 **事情的結局證明他們常常是對的 **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 **其他 

 

04.05 你聽到「父母親不要惹兒女的氣」時，你的反應（覺得）如何？ **惹氣

是什麼意思？ **父母怎麼說，孩子就應該照著作 **我感到父母對孩子要負責

認，但孩子不是父母的財產 **孩子有耳無嘴 **雖然孩子尚小，但也應有自尊與

感覺，父母應給予尊重 **其他 

 

 

五、聖經問題 

 

05.01 第 21 節／當我們彼此順服時，我們等於表達了對耶穌的何種態度？ 

 

05.02 基督徒的婚姻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另一方面會得到神的祝福，請重讀 21-33

節，然後填寫下表： 

 

 

 



 

 

05.03 你認為下列何種方法會改善父母與孩子的關係？ **嚴格的訓練 **對長

者尊敬 **對神順服 **良好的溝通 **家庭禱告會 **其他 

 

05.04 你離開家庭後，如何作到孝順父母親？ 

 

六、心靈回響 

 

06.01 寫出三件你的家庭讓你感恩的地方 

 

06.02 請完成下列敘述： 

1. 03.01 如果我將今晚的經文開始應用在我的家庭中，我會… 

2. 03.02 如果我的家人（可寫下特別的那一位）將今晚的經文開始應用在我

的家庭中，則…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2. 更新之風  

   

一、破冰活動／  

五旬節聖靈降臨好像風吹來。你能想像當天聖靈吹來幾級的風？你第一次體驗到

聖靈時，又是何種等級？如今你所感覺得到的聖靈又是幾級的風？（以下風速是

根據 Beaufort 風級數）  

0 安靜 01-03 微風 04 柔風 05 大風 06 強風 07 近狂風  

08 狂風 09 颶風 10 暴風 11 颱風 12-17 龍捲風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詩 51：10-12；羅 12：2；林前 3：16-18；4：16  

詩 51：10-12  

10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或譯：堅定）的靈。  

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羅 12：2  

0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林後 3：16-18  

16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  

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

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林後 4：16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四、開端問題／聖靈  

04.01 聖經中有關聖靈，哪一種描寫最能幫助我認識聖靈？  

風《徒 2：2；約翰 3：8》火《路加 3：16-17》 水《約翰 7：37-39》  

油《徒 10：38》 鴿子《約翰 1：32-33》  



04.02 根據剛剛所讀的聖經，你認為聖靈的更新是…  

01 一次更新，永遠更新 02 逐漸更新我們  

03 使我得到屬靈的恩賜 04 每日更新我，朝向完全聖潔  

05 使我罪得赦免 05 重新朔造我的態度  

04.03 你對林後所說《外體毀壞》同時《內心更新》能不能畫一個臉來代表你的

感覺？例如  

 

   

   

   

五、聖經問題  

05.01 從上述經文作個比較，你能分享你的位置嗎？  

詩 51 軟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剛強  

心靈不願照神的話去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心靈願意  

羅 12 受世界模式影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心意更新變化  

林後 3 沒有主的榮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像主有榮光  

05.02 以上的思考使我感到要  

**放棄 **逃走或躲藏 **重新再來 **感謝主的保守  

**因某些更新而喜樂 **繼續讓聖靈來更新 **希望這個小組能幫助我  

**其他  

   

   

05.03 從這些經文，我知道成熟的基督徒是  

**中年之後才可能辦到 **平衡而穩定的生活  

**繼續不斷的更新與變化 **容讓聖靈充滿在心理  

**打開心靈讓聖靈引導方向 **其他  

六、心靈回響  

我最需要聖靈在下面的領域裡協助我  

**剛強我，使我不犯罪  

**讓我保有獲得救贖的喜樂  



**教導我什麼是神的旨意  

**讓我在某些方面能獲得自由  

**模造我更像耶穌  

**鼓勵我，使我不灰心  

**其他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3. 更新方向  

   

一、破冰活動／  

參考保羅第二次佈道行程，小組中選一人蒙住眼睛，另一人用口頭指揮他以指頭

走完地圖的行程。邊指揮邊告訴對方現在在何處。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使徒行傳 15：36；16：4-10  

15:36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

望弟兄們景況如何。』  

16:4 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  

16:5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16:6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  

16: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16:8 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  

16:9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

來幫助我們。』  

16:10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

裡的人聽。  

四、開端問題／聖靈  

04.01 你能想像聖靈是如何禁止保羅他們繼續在亞細亞和庇推尼傳道？  

**在路上放《禁止通行》標示牌 **當地政府禁止他們傳耶穌  

**他們發現和當地人語言不通 **利用占星術  

**從天上發出聲音 **夢見亞洲人說「請離開我們」  

**有人說預言 **使他們內心有特殊感動 **其他  

04.02 當面臨一項重要抉擇，神似乎遲延未讓我明白祂的旨意並且未「為我打開

另一扇門」時，我可能的反應是  

** 恐慌 ** 禱告 ** 找人談談 ** 感到沮喪 ** 順其自然  

** 原地不動 **勇敢面對 **感覺神一定會有特別指引 **其他  



04.03 我認為「異象」是  

**睡夢中的夢境 **清醒時的恍惚狀況 **禱告時的聯想圖案  

**只有聖人或與神很近的人才會有 **一種強烈的預感  

**屬於人的想像 **一種內心感動，知道事情要如何走、要如何作  

**其他  

五、聖經問題  

05.01 當保羅在 6-8 節情況下，根據經文我猜想他們可能  

**改為觀光 **禱告神進一步指引 **將耶路撒冷的規定告訴人們  

**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繼續傳講神的話語 **其他  

05.02 在我的人生路上最大的方向轉變是…  

05.03 我過去感到最沒有把握要往哪裡走是…  

05.04 我過去感到最清楚神的指引是…  

   

六、心靈回響  

你最近是否有第九節的情況，如保羅情況（準備協助別人）或馬其頓情況（需要

別人協助）？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4. 更新與腐敗 

 

一、破冰活動／ 

想一想最近幾個月當中，你是否正在改變？以下幾種不同的群際關係，請按照你

的真實情形打分數，若無改變 0 分；改變一些 1 分；很大的改變給 2 分。 

___ 信仰與我：我與神之間的關係 

___ 家庭與我：我與家人的關係 

___ 教會與我：我與教會會友的關係 

___ 小組與我：我與小組成員之間的關係 

___ 朋友與我：我與非基督徒朋友的關係 

___ 同事與我：我與工作同事之間的關係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羅馬書 13：1-14  

13: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

是神所命。 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3 作官

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 3 只

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 4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

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 4 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

的。 5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6 你們納糧，也

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 7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

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 7 懼怕他；當恭敬的，

恭敬他。 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

完全了律法。 9 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 9 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10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

全了律法。 11 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

今比初信的時候 11 更近了。 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

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1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

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 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

縱私慾。 

四、開端問題／聖靈 

 

04.01 對我而言，第 1-7 節的內容… 

**不太實際 **若大家都是基督徒應該相當理想 **在這種不公義的社會裡，對基



督徒很不利 **其他 

 

04.02 你所認識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按照第 37 節所說的端莊行為去做？ 

若從未見到這種人給 0 分；偶而見到給 1 分；常常有給 3 分 

給分之後互相分享 

 

04.03 一個基督徒在不公義的社會中，有兩種極端的角色扮演，一端是過自己的

生活，儘可能不與社會接觸，除非是基督徒；另一端是儘可能接觸任何可接觸的

空間，嘗試將基督介紹給他們。你在哪裡？ 

 

 

 

 

五、聖經問題 

 

05.01 第 1-5 節中，你認為「在上有權柄」的「權柄」究竟在整體社會的功用與

目的何在？你所在的社會，公權力的行使是否成功，是否能彰顯上帝的公義性

格？從 0 到 10 你會打多少分？ 

 

05.02 第 6 節有關納糧或繳稅你的看法又是如何？在兩個極端中，你的位置在哪

裡？ 

**越少越好，使個人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越多越好，使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所需的福利 

 

05.03 你覺得現今的社會比起保羅的社會是… 

**更爛、更差勁，道德更衰敗 

**與保羅時代差不多 

**比保羅時代已經有許多改善 

 

 

05.04 為了使社會能更新，基督徒可以… 

**向人們傳揚福音 **遊行，敦促法律更新與改善 

**積極參與各種活動 **為國家社會禱告 **成立基督徒政黨 

**其他 

 

05.05 第 12 節「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保羅寫這句話時約為主後 58 年，為何

我們今天仍然在等待？既然「白晝將近」我們基督徒還需要做些什麼嗎？ 

 



05.06 請指出第 12-14 節的對比。 

 

 

六、心靈回響 

 

06.01 你的群際關係中，有那些人很明顯的指出你是個基督徒（與一般人不同）？ 

**你的男（女）朋友？ **你的老闆 **你的朋友 **你的父母親 

**你的孩子 **你的親近的朋友 **你的弟兄姊妹 **你的鄰居 

**其他 

 

06.02 第 7-8 節指出「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不可虧欠人」，在你周遭有

沒有人讓你感到很難相處，以至於讓你有虧於他？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