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 4 課;  

01／世界的公民  

02／身體的一部份  

03／耶穌的門徒  

04／家庭的一份子 

 

 

 

 

 

 

 

 

 

 

 

 

 

 

 

 

 

 

 

 

 

 

 

 

 

 

 

 



1. 世界的公民 

 

一、破冰活動／ 

最近的社會新聞裡，請分享以下任何主題 

**令你感到高興 **令你感到生氣 **令你覺得無力感  

**由於你的基督徒身分，令你有激烈的反應 **其他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以賽亞書 42：1-7；49：1-6；50：4-9  

42：1 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3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4 他

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5 創造諸

天，鋪張穹蒼，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併鋪開，賜氣息給地上的眾人，又賜靈性給行

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華，他如此說： 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

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原文是約），作外邦人的光， 7 開瞎子的眼，

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49:1 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

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將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榮耀。 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然而，我當

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裡；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裡。 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

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裡聚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

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

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

恩，直到地極。 

50: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

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 5 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

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後。 6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

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並不掩面。 7 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

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 8 稱我為義的與我相近；誰與

我爭論，可以與我一同站立；誰與我作對，可以就近我來。 9 主耶和華要幫助

我；誰能定我有罪呢﹖他們都像衣服漸漸舊了，為蛀蟲所咬。 

 

註：這是著名的《僕人之歌》，這些經節的描述，完美的實現在耶穌身上。但使

徒行傳中，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因為主曾這樣吩咐

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以賽亞的話不僅應驗在基督身上，保羅更

將它應用在基督徒身上。 



42：1，3-4，7 提到社會公義的問題；42：1，4，6；49：1，6 提到關懷的範圍

很廣，包括外邦人；42：2-3；50：4-6 講到基督徒的特別氣質；49：4；50：6-9

說到因著信仰所要背負的十字架。 

 

四、開端問題／ 

 

04.01 在 42：6；49：6 兩節中神稱祂的僕人為外邦人的光是什麼意思？ 

 

04.02 若把下列經節中，神和以賽亞的話應用到你的身上，你會有何反應？

**42：1 **42：3 **49：1 **49：3 **49：5 **50：7  

 

五、聖經問題 

 

05.01 以賽亞 42：7 有無可能真的作出來？ 

 

05.02 論到世上或社會的問題，基督徒究竟是否應該關心或參與，你覺得以下哪

些看法不太正確？ **世上的問題雖大，一定要有人站出來改善 **若我們不關心

社會，人們不會聽信福音 **神關心世上需要的人 **我們是神在世上的代表 **

其他 

 

05.03 有些人主張不必太過關心社會的公義，你覺得以下他們的理由對嗎？**以

賽亞書 49：4 **問題太大，不是我能作 **傳福音比社會關懷重要 **教會不宜參

雜政治 **已經有其他團體在關心了 

 

05.04 從 50：6 節聯想到關心社會正義有時要付出代價，你能舉出一例說明嗎？ 

 

六、心靈回響 

 

06.01 寫出三件你能影響社會生活品質的地方 **家庭生活 **平安 **人權 **

消費者權益 **政治 **環境 **公寓 **失業率 **貧窮 **其他 

 

06.02 參與社會更新可以經由許多管道，你能否看出哪些是你可以採用的？ **

在報紙上投稿 **參與遊行 **禱告 **挨家挨戶探訪 **加入壓力團體 **奉獻錢

給公益團體 **自己作別人榜樣 **支持受壓迫的受害者 **參與罷工 **其他 

 

06.03 我覺得在社區中，我可以作…來協助社區改善？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2. 身體的一部份 

經文／加拉太書 5：2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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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4  

5: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

的救主。 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25 你們作丈夫

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

洗淨，成為聖潔， 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

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

子便是愛自己了。 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要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

教會一樣， 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加：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31 為

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6: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

的。 2-3 『要考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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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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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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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出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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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作耶穌的門徒 

經文／提摩太前書 4：1-16 

 

一、破冰活動／請分享你的支持系統（列出至少三位在過去或現在支持你的人） 

01. ________ 影響你最深的人 

02. ________ 如果我有一天缺錢，也許我會去找他幫忙 

03. ________ 協助我認識耶穌的人 

04. ________ 我若生病或發生意外，我會第一個告訴他 

05. ________ 幫助我在主裡成長 

06. ________ 有一天如果我失去信心，我會去找他 

07. ________ 萬一我被炒魷魚，我會去找他聊一聊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提摩太前書 4：1-16  

1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

理。 2 這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3 他們

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譯：又叫人戒葷），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

的人感謝著領受的。 4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

棄的， 5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6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便

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7 只

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8 『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9 這話是可

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10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

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11 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

人。 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

信徒的榜樣。 13 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 14 你不要輕忽

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15 這些事你

要殷勤去做，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16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

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註： 保羅稱提摩太為「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並在第 2 次與第 3 次佈道旅程中

帶他同往，逐漸增加提摩太的責任，當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時，提摩太已經在以弗

所事奉一段時間（參 1：3）。 

提摩太和我們一樣，對自己的年輕不太有信心（參 4：12），而且有輕忽所得恩

賜的傾向（參 4：14），保羅便在這些方面鼓勵他。 

 



4：1-2 請注意保羅的語氣相當強硬 

4：4-5 基督徒生活應注入喜樂，而非除掉喜樂。神的創造帶給我們福氣。我們

應凡事 01 知道神是萬物的造物主； 02 按照神的指示去做； 03 用感恩的心領

受。 

4：7 本節所說要棄絕的，包括第 3 節的禁戒。參考 1：4；6：4-5；提後 2：17-18

等。 

4：9-10 保羅用第 9 節強調第 8 節的重要性，並且以第 10 節做更深入的說明。 

4：14 因聖經無其他經文說到「眾長老按手的時候」，我們無法知道這是指什麼，

有可能是提摩太離開母會時的按手（徒 16：3）或就任以弗所牧師的時候按手。 

4：16 這裡的「救」不是指「得救」，而是指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熟與發展。 

 

四、開端問題／ 

 

04.01 第 7-8 節保羅提到「敬虔」，你對敬虔的意義了解嗎？下列哪些人符合你的

敬虔標準？**天主教教皇 **葛理翰 **德雷莎修女 **其他 

 

04.02 你平均花多少時間在下列事情上？ **慢跑、運動 **禱告 **看電視 **用

餐 **看書 按照第 7-8 節，你覺得保羅勸提摩太多花一些時間在哪方面？ 

 

04.03 若保羅寫信給你，第 12 節你想保羅會怎樣寫？「不可叫人小看你______」 

**年輕 **年老 **太小 **體重有點太重 **無技術 **無明顯恩賜 ** 未經訓練 

**從外地來的 **無法____ **其他 

 

04.04 為何我們不必輕看自己，請說出你認為最重要的理由 

** 因為沒有人發現我的缺點 **因為人人都有缺點 **因為我太在意自己的缺點 

**因耶穌愛我、為我而死 **神把我造成這個樣子 

 

五、聖經問題 

 

05.01 從第 3-5 節看來，你認為下列哪些是耶穌的僕人可以做的？哪些是要看情

況？哪些是絕對不可？ **婚姻 **每天吃肉與青菜 **喝酒 **抽煙 **洗碟子 

**買股票 

 

05.02 第 8 節神對敬虔者給予何種應許？ 

 

05.03 第 10 節說神是萬人的救主，又是信者的救主，是否矛盾？為什麼？應如

何解釋？ 

 



05.04 從第 12 節的經文內容，你腦中有否一位基督徒，他的信心、單純、言行、

生命、愛心等值得我們效法？ 

 

六、心靈回響 

 

06.01 今日教會有無錯誤的教導？ 

 

06.02 你在宣讀、勸勉、教導上，哪一方面較有恩賜？ 

 

06.03 未來的日子你在敬虔的操練上沒有具體目標？你能在哪方面做別人的榜

樣？（12 節） 你願不願意發展你所得的恩賜？（14 節）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責任／身體的一部份 

經文／加拉太書 5：2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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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長庚醫院／提供人們醫療、康復、安慰的場所 

**日月潭火力發電廠／從裡面能發出許多力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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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6：4  

5: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

的救主。 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25 你們作丈夫

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

洗淨，成為聖潔， 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

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

子便是愛自己了。 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要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

教會一樣， 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加：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31 為

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32 這是極大的奧祕，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3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6:1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

的。 2-3 『要考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4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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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出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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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