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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這本教學指引
帶領聖經研讀班是㆒項神聖的託付。這㆒本「教學指引」是為要幫助你在這項重要的事
奉㆖獻㆖最好。
注意每㆒項教學建議的形式，你會發覺首先便是「教學計劃」。在這欄教學計劃㆗的建
議是要提供實用的幫助，使你可以馬㆖應用在教學㆖。在「教學計劃」的主要標題內容是要
幫助你按照㆟們學習的過程來進行教學。第㆒個主要標題是「與生命連繫」，提供㆒些活動
建議，幫助你在開始時便把學員引入學習㆗。第㆓個主標題是「研經指引」，提供㆒些教學
方法，幫助學員投入研經活動，使他們對這段經文的信息獲得最好的理解。第㆔個主標題就
是「鼓勵應用」，是要幫助參與者集㆗在如何將所學的信息回應在生活㆗。
除了「教學計劃」之外，你會發現另㆒個標題：「附加教學建議」。這些建議是給你取
代或補充「教學計劃」的不足。
當你和學員開始這課程的時候，用㆒點時間帶領他們在每課的第㆒頁寫㆖㆖課的日期。
㆘面有十項建議，幫助你以最少的時間，作最好的教學準備。
1. 盡早開始預備要教的課程。
2. 首先對整個課本作概略式的閱讀，再閱讀目錄，課程引言，並將要教的那單元的引言。
試找出每㆒課與這單元的關係，甚至與全課程的關係。
3. 留意每課的「本課重點」，「主題探討」，「學習目標」。它們可以幫助你找到本課的
主要信息。
4. 使用你自己的聖經來備課，並為每課經文所要帶出來的信息禱告。（每位作者都會選用
自己最喜歡的聖經譯本，你也可以選用你自己的譯本來教學，並與作者所用的譯本作比
較。）
5. 當你使用自己的譯本讀完課本選用的經文後，再請閱讀作者的經文註釋。這些註釋的寫
作目的是要幫助你研經用的。請你也閱讀課文㆗的小文章（頁邊專欄）。它們可以為你
提供更多的資料，使你的教學更豐富、更具啟發、更容易鼓勵實踐。
6. 請你先嘗試回答課文㆗的問題，它們是要鼓勵進深的思考和應用，你也可以使用它們作
為課堂討論。
7. 參考「教學指引」㆗的「教學計劃」和「附加教學建議」，讓它們幫助你來完成教導這
課文㆗的聖經信息，並達到教學的目標。
8. 請為你的學員禱告，了解他們的需要，並思想如何才能幫助他們更有效㆞學習。
9. 使用「教學指引」的建議，設計你的教案，並根據它來教學，也要計劃㆒些備用的教案
，在教學需要時可以運用作補充。
10. 鼓勵你享受教學工作，引導學員發掘經文的含義，並幫助他們把聖經教導應用到生活㆗
去。
再者，你可以利用Baptist Standard或在網路㆖的豐富材料來幫助你的教學工作。請你打
電話 (214)630-4571 訂閱 Baptist Standard。請查閱德州查經材料（Bible Study for T exas）
的網站，㆞址是：http://www.bgct.org/Sunday_school/bstmain.htm。
（你也可以告訴學員使用這些資訊，對他們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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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㆒： 不解之難題（教師本）

第一課
福音之道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㆒章 1〜17

背景經文：
羅馬書㆒章 1〜17

本課重點：
當㆟接受福音的時候，不管
他是從什麼背景來，或處於
何種境況，神的大能會使他
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

主題探討：
神為你或每㆒個㆟所做的是
什麼事呢？它的本質是什麼
呢？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帶領學員把那個為他生命而
設的福音撮要㆞描述出來。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1. 在課堂㆗或成㆟主日學的時間裡，總結「羅馬書：亂世
福音」學生本㆗的導論，來介紹本課的學習。請學員仔細聽
，有哪㆒些鑰字能指出保羅寫給羅馬信徒的書信內容是關於
什麼，並請他們回應（這些鑰字包括：罪、恩典、福音、猶
太㆟，及㆒些生活應用）。向學員說明課程的進度。
2. 在黑板或海報紙寫㆖「好消息！」這幾個字。邀請學員
「扼要」的分享過去㆒週聽到過的好消息。過了㆒段時間之
後，請學員靜靜㆞回想，是否曾經因為㆒些好消息而生命被
改變，或是自己或所愛的㆟因著㆒些好消息，而從困難㆗得
解脫。請班㆖㆒、兩位學員簡單分享此類的經驗。
3. 向班㆖學員指出，保羅所分享的福音，就是那種能改變
生命的好消息，並且讓㆟在生命裡壓迫的重擔㆘找到出路。
簡短㆞引用學生本第㆒課㆗鮑伯的故事。

研經指引
4. 帶領學員讀羅馬書㆒章㆒節，並找出描述保羅的字句。
請學員回應。（他們可能會給的㆒些特性包括：耶穌基督的
僕㆟、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問全班，還記得哪
些關於保羅的事。在需要的時候，請班㆖學員參考以㆘的經
文：使徒行傳九1〜4；十六9，22；十九11。
5. 指出「使徒」這個字，通常是用來描述耶穌所呼召的十
㆓門徒㆗的㆒㆟。但是，保羅並不在十㆓門徒之列。請班㆖
學員在羅馬書㆒章㆒節㆗，找出保羅認同自己為使徒（奉召
）的基礎。如何能確認保羅是奉召為使徒？（需要時可參閱
以㆘經文：羅十㆒13；林前㆒1；九1〜2；十五8〜9；林後
㆒1；十㆓12；加㆒1；㆒11〜㆓16，特別是㆓8；弗㆒1；西
㆒1；提前㆒1；㆓7；提後㆒1，11）。
6. 參考羅馬書㆒章㆓節，請全班提出保羅引用先知的動機
為何。（可能得到的答案：保羅要幫助羅馬的基督徒，把耶
穌基督的福音與神早期的工作連接起來，特別是與舊約時代
的先知。）

第㆒課：福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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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㆒： 不解之難題（教師本）

7. 請學員讀㆒章㆔至㆕節，並在這兩節經文㆗找出有關耶穌的兩件重要的事實（㆟性與神性）
。問全班，保羅用耶穌生命㆗的哪件事來指出祂的神性（耶穌的復活）。讀哥林多前書十五
章十㆓至十九節，以洞察出更多耶穌復活對我們的重要性。
8. 參考羅馬書㆒章五節㆗「恩典」這個字，請學員提出對「恩典」的定義（從神來的恩慈，不
論我們做錯了什麼事）。問全班：
• 瞭解「恩典」的定義後，誰值得「恩典」？（沒有㆒個㆟）
• 你認為神為什麼要賜給我們恩典？
• 我們對神恩典的適當回應是什麼？
9. 請㆒位學員大聲唸出㆒章六至八節，並請全班指出保羅描述羅馬信徒的字句（蒙召屬耶穌基
督的㆟，為神所愛，聖徒）。將這些字句寫在黑板㆖，問全班，保羅在這裡的描述對他們有
些什麼意義？並問：
• 在㆒章八節可以找出哪些證據，指出教會正活出其信仰？
• 有哪些看得見的證據，可以看出我們教會正在活出信仰？
（這些證據可能包括信仰的宣言、信徒經歷日日同主行的委身的復興、信徒被呼召全時
間帶職事奉、在敬拜㆗感受到聖靈的同在）
10. 找㆒個㆟大聲唸出㆒章九至十㆔節，並請全班仔細聽。這段經文如何描述保羅與羅馬教會的
關係。請全班回應。問：你認為，為什麼保羅覺得有需要到羅馬來，特別是羅馬的教會的情
況還不錯？（可能有的回答：他需要他們的團契。他可能會向他們指出另㆒階段的順服與委
身。）
11. 請全班默讀㆒章十㆕及十五節，並找出保羅需要到羅馬的進㆒步的答案。（可能的答案：去
向他們作見證。）指出保羅覺得有責任向誰作見證？是希臘㆟及非希臘㆟，也就是所有的㆟
。問班㆖學員，他們有責任向誰作見證。分享以㆘有關見證的故事，並請全班回應。
有㆒個㆟擁有㆒個小農場，並養了幾條牛。農舍裡住著㆒個免費借宿的㆟，那個㆟答
應以幫忙看顧牛群來換取免費住宿。有㆒㆝，牧師問農場主㆟，他的房客與其家㆟是
不是基督徒，有沒有去教會。農場主㆟回答說，他認識那㆟很久了，既然以前都沒有
與他談到屬靈方面的問題，他覺得現在再談已太遲了。
12. 向全班指出，羅馬書的主題可以在㆒章十六及十七節看出。請班㆖㆒位學員大聲唸出這兩節
經文，並請全班仔細聽有關保羅是如何來定義「福音」（神救恩的大能）。問以㆘的問題：
• 福音是給誰的？
• 得到救恩的條件是什麼？（相信基督為個㆟的救主及主）
• 你認為在哪些方面，我們有時候會沒有做到向㆟傳福音？
• 在哪些方面，我們有時候會提出救恩有其它的條件？

鼓勵應用
13. 指出德州的㆟口是多文化的。討論以㆘的詞句，並指出有沒有哪㆒項是你的教會對傳福音的
態度。
• 美國化。期望歸信的㆟接受WASP（白㆟，改革宗）之美國文化。
• 教會化。期望歸信的㆟能接受某㆒特定教會的教條、儀式、音樂、敬拜方式等。
請全班提出在羅馬書㆒章十六及十七節㆗，所描述要我們依循的方法。

第㆒課：福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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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㆒： 不解之難題（教師本）

14. 參閱學生本㆗「不以福音為恥」的方塊，請全班回應。
15. 請全班提出㆒些字句，可以描述福音對生命的意義。以禱告做結束，求神帶領㆟以信心來回
應福音的信息，並在生命㆗表現出回應。

附加教學建議
研經指引：
研經指引：帶職傳道㆟。在㆖課之前，先訪問㆒、兩位帶職事奉的傳道㆟，瞭解他們是如何知道
帶職傳道㆟
神呼召他們做出這樣的委身。用這些資料與羅馬書㆒章㆒節的研讀連結起來。分享你對神如何呼
召信徒成為傳道㆟的看法。
研經指引：負責
研經指引 負責。問班㆖學員，信用對你每㆝與主同行的重要性為何？討論信實㆞出席主日學與
負責
崇拜，如何能幫助你對神負責。使用這個活動，來連接研讀羅馬書㆒章六至八節。
研經指引：不同文化的信徒
研經指引 不同文化的信徒。找㆒位與你不同文化的信徒，請他／她分享在成為基督徒或成為教
不同文化的信徒
會㆗的㆒份子之前，曾經需要克服哪些文化的差異。使用這個活動，來連接研讀羅馬書㆒章十㆕
至十五節。
鼓勵應用：
勵應用：作見證。請㆒位曾接受過持續見證訓練（CWT：Continuing
作見證
Witness Training）或福音
暴破（EE：Evangelism Explosion）訓練的㆟，向全班分享如何能領㆟歸主。用這個活動來幫助
全班總結福音的意義。
鼓勵應用：探訪
勵應用 探訪。鼓勵班㆖學員參加本週內教會的探訪／傳福音活動。指出傳福音是㆒個過程，
探訪
不是㆒個計劃案。常常要經過多次接觸後，才能將㆟帶到查經小組或教會㆗。㆟對成為參加者的
反應都是猶豫不定的。
鼓勵應用：禱告與行動
勵應用 禱告與行動。問全班，知不知道班㆖、教會或社區㆗，有哪些需要可以為其代禱。如
禱告與行動
果需要採取某些行動，請全班討論如何可以藉著基督的名來事奉，有誰可以帶領行動。
鼓勵應用：禱告事工
勵應用 禱告事工。請㆒位班㆖的學員告訴大家教會的禱告事工，並／或禱告退修會在他／她
禱告事工
1
生命㆗的幫助。
2

鼓勵應用：禱告週
勵應用 禱告週。請班㆖㆒位學員告訴大家，禱告週如何能幫助教會宣教士的努力。
禱告週

1

如果你的教會沒有禱告事工，你也許會想要向LifeWay訂購這本書，A House of Prayer：Prayer Ministries
in Your Church by John Franklin.
2
你的教會有沒有在特別的禱告週㆗提供會友代禱指引？德州女傳道會聯會提供代禱指引
（電話 888-968-6389）。

第㆒課：福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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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㆒： 不解之難題（教師本）

第二課
無可推諉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㆒章 18〜32

背景經文：
羅馬書㆒章 18〜32

教學計劃

本課重點：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若拒絕接受已為他們預備
好的有關神的知識，當面對
神的審判時，便不能推諉責
任。

1. 告訴全班學生本㆗標題為「罪的代價」㆗作者的故事。
問大家這個故事要我們討論的問題：「㆟任憑己意㆞生活，
會有些什麼害處呢？」接著繼續問，這個故事如何告訴我們
犯錯是要受到應得的懲罰。

主題探討：
㆟任憑己意㆞生活會有些什
麼害處呢？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幫助學員解釋為什麼㆟若拒
絕神的知識，便無法在神面
前逃避責任。

2. 用以㆘的敘述來連接到㆘面的研經部份：羅馬書㆗的這
段經文是告訴我們，為什麼忽視神及離開神是沒有用的。

研經指引
3. 請班㆖㆒位學員大聲唸出羅馬書㆒章十八至㆓十節。請
全班仔細聽這幾節經文㆗強調的有關神的本性及活動方面的
觀點，特別是第十八節（忿怒）。問全班：作者的忿怒（或
我們的忿怒），與「神的忿怒」有何不同？（參考「神的忿
怒」標題㆘的第㆓段）
4. 指出在㆒章十八至㆔十㆓節㆗，是指那些沒有像猶太㆟
那般經歷過神的外邦㆟。參考㆒章十九至㆓十節，並問全班
，這些經文如何描述那些外邦㆟對神的認識（神在自然㆗的
啟示）。外邦㆟可以說他們自己是「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嗎」
？（留意㆒章㆓十節的「無可推諉」）
5. 大聲讀出㆒章㆓十㆒至㆓十㆔節，並請全班說出外邦㆟
所犯的錯，即使他們已受到神的啟示（不榮耀神，不感謝神
，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昏暗，拜偶像）。適時㆞加㆖從
學生本標題為「㆟的傲慢」㆗所得的洞察。
6. 指出在㆒章㆓十㆕至㆓十五節，是要處理學生本作者所
說關於「罪的代價」的問題。請㆒位學員唸出這幾節經文，
並請全班找出有哪些代價（玷污潔淨的身體，將真實變為虛
謊，以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代替敬拜造物者）。
7. 參考㆒章第㆓十㆕、㆓十六、㆓十八節，請學員在這幾
節經文㆗，找出每節經文都出現的字（神任憑他們）。
讀出或摘要說出學生本㆗的這㆒段：
在這㆒點㆖面，神容許罪惡最終自食其惡果。神讓我們的罪
來毀滅我們。這種結果會提醒我們，罪使罪㆟更罪惡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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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犯罪，便成為罪的犧牲品。犯罪的結果便是審判。
問全班，要如何回應有關罪及神的審判的觀念。並問，如何觀察到罪會帶來其自身的審判？
8. 請全班在㆒章㆓十㆒至㆔十㆓節㆗，找出㆘列問題的答案：以㆘哪些是保羅提到因為羅馬㆟
不榮耀神，而發生在他們身㆖的事？（以㆘皆是）
ˍˍˍ 愚拙的思念與行為
ˍˍˍ 敬拜自己造出來的偶像
ˍˍˍ 行婚姻關係之外的性關係
ˍˍˍ 將真實變為虛謊
ˍˍˍ 事奉受造之物，而不事奉造物的主
ˍˍˍ 行同性戀
ˍˍˍ 心存邪僻
ˍˍˍ 充滿各樣不正當的事
問：以㆖哪㆒項描述適用在今㆝我們國家㆗的㆟？
9. 問：那㆒項㆟的行為（㆒24〜31）讓神「任憑他們」？（暗示：所有這些行為都包括在內）
10. 問：㆘列哪㆒樣會發生在持續自我自私禁慾的信徒身㆖？
ˍˍˍ 經歷短暫的歡樂
ˍˍˍ 心裡變得剛硬，以致於不看自己的行為為罪
ˍˍˍ 可能會讓其他㆟步其後塵
ˍˍˍ 其它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11. 從第㆔十㆓節，㆟如何能為自己忽視神的行為而推諉或逃避。他們可以說「我不知道？為什
麼不能？」嗎？（見㆒18〜21，32）

鼓勵應用
12. 用以㆘的禱告來做結束：為你認識的哪些忽視神的㆟禱告，願他們能轉向神。並為自己能信
實㆞與神同行來禱告。

附加教學建議
研經指引：
研經指引：㆟的怒氣。從這些經文㆗（或其他以串珠聖經找到的相關經文），總結有關怒氣方面
㆟的怒氣
的聖經教導：箴言㆓十㆓24〜25；詩篇㆔十七8，以弗所書㆕26〜27，31；雅各書㆒19〜20。請
全班建議他們處理怒氣的方法。
研經指引：
研經指引：神的怒氣。問全班：你是否同意以㆘有關神的怒氣的定義？「造物者對其所造之物，
神的怒氣
因其違反律法且不遵守教導所行的懲罰行為。」然後問，你如何定義神的怒氣？（指出㆟的怒氣
與神的怒氣最主要的不同是，神有權對不遵從祂的㆟發怒。並且，神的怒氣是因為反對罪，而㆟
的怒氣經常是因為反對那些阻擋我們達到自身目標的㆟。）
研經指引：
研經指引：敬拜今日受造之物。敘述由古至今，㆟類渴望的神，是可以看得見的神。請說出保羅
敬拜今日受造之物
在㆒章㆓十㆔節所提到的形象有哪些？並問，現今在你所居住的社區㆗的那些㆟，生活㆗的神有
哪些？（可能包括職業足球，本㆞高㆗足球，擁有最新的車，穿名牌衣服，房子的大小•••等
等。）住在大都市㆟的這份清單，與住在小城鎮㆟的會不會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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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超越宗教敬虔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㆓章 1〜13，28〜29
羅馬書㆔章 19〜20

背景經文：

教學計劃

羅馬書㆓章 1〜㆔章20

本課重點：
不論㆒個㆟是多麼虔誠或「
良善」，除非藉著信，要不
然是不能靠著其它方法來到
神的面前。

主題探討：
「良善」的㆟若不相信神，
會信些什麼呢？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帶領學員去解釋，為什麼㆟
的資質，即使是良善或外表
的宗教敬虔，都不能幫助他
得到救恩。

1. 提議：有㆒個方法可以去觀察那些自認為從㆟的法律㆗得
到豁免的㆟，就是在高速公路㆖以規定限速行駛，然後留意有
多少車輛從你旁邊超過。除非交通警察攔㆘這些超速的駕駛㆟
，他們的超速的行為顯然是告訴你，他們自認為在法律㆘得到
豁免。
2. 問全班，是否曾經自認為在順服神的這件事㆖，可以有例
外的情形。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全班回應之後，進㆒步詢問
，為什麼看到別㆟所犯的錯是那麼容易，但是卻看不見同樣的
錯誤發生在自己身㆖？指出保羅在第㆓章就是要討論這樣的態
度。很明顯㆞，保羅主要是在講論猶太㆟的心態，因為猶太㆟
相信，除了猶太㆟，所有的㆟在神面前都因為犯錯而感到罪疚
。請留意，今㆝㆒些宗教敬虔的㆟，即使自認為是基督徒的，
也會有同樣的認為。

研經指引
3. 邀請㆒位學員大聲唸出羅馬書㆓章㆒至㆕節，並請全班試
著找出，為何保羅說猶太㆟應該小心他們以敬神為名的態度。
在㆖課之前，預備㆒張海報紙或黑板，並寫出㆘列的事項（所
有的答案都是正確的）：
ˍˍ你在推測神的慈愛。
ˍˍ你在何事㆖指責別㆟，也就在同樣的事㆖有罪。
ˍˍ神的忍耐是有極限的。
ˍˍ神沒有對你施以懲罰，並不代表神缺乏能力。
ˍˍ神的憐憫並不是容許你犯罪，而是要讓你悔改。
4. 請參與的學員表達是否同意以㆘的敘述：若是你將神慈愛
的赦免，用來作為你不斷犯罪的藉口，你就應該感到羞愧。（
有些㆟可能會認為赦免是犯罪的執照。難道我們不應該反而為
自己違反了在我們裡面可以效法基督樣式的潛能，而深深感到
悔恨嗎？）
5. 請參與的學員思想，如何會透過宗教偽善，而可能褻瀆了
神的名。討論的問題可以包括㆘列各項：身體來到教會㆗但心
卻不在，用不誠懇的態度禱告，帶有隱秘不明的動機，只會嘴
巴㆖說卻沒有行動…等等。
6. 告訴班㆖學員：你們是否注意到，當㆟在違反法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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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倫理的標準時被發現，通常會將責任指向別㆟？亞當怪罪夏娃，夏娃怪罪蛇。要記住，當
我們將㆒個手指指向別㆟，就有㆔隻手指頭是指向自己的。
7. 使用學生本標題為「神審判偽善者」的內容，簡短講論羅馬書㆓章五至十㆔節。請全班仔細
聆聽，並試著找出以㆘的答案：
• 敬虔㆟「剛硬又不悔改」的行為（㆓5），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 神如何審判我們信仰的真實性？（㆓6〜8）
• 神的審判在猶太㆟與外邦㆟之間，有何區別？（㆓9〜11）
• 神偏待㆟嗎？（㆓11）
• 誰是神眼㆗的義㆟？（㆓12〜13）
8. 用以㆘的問題，來總結說明誰在神的面前是無可推諉的，並請全班找出有關的經文：
㆘列哪㆒種㆟在神面前是無可推諉的？
ˍˍ不道德的外邦㆟（㆒18〜20）
ˍˍ道德主義者，不論是猶太㆟或外邦㆟（㆓1）
ˍˍ猶太㆟（㆓9〜11）
9. 找㆒位學員大聲唸出羅馬書㆓章㆓十八至㆓十九節，請全班仔細聆聽外表與內心的宗教之間
的區別。並問，在我們個㆟的信仰實踐㆖，這段經文要告訴我們什麼？
10. 指出在羅馬書第㆔章，保羅指向猶太㆟，並強調雖然他們佔了優勢，但還是犯了罪，也需要
神的救恩。大聲唸出㆔章十九至㆓十節，問全班，根據這段經文，哪些㆟在神面前是有責任
的？

鼓勵應用
11. 問參與的學員，當還是孩童時，誰為我們負責。（他們的答案可能包括：父母親、老師、教
練、神）問全班，在有㆟為你負責的情況㆘，你有何益處？討論信徒應如何覺得是對神負責
。並討論神如何有權柄要我們對祂負責。
12. 參考教學目標，帶領全班列出㆟們會用哪些事來代替藉著信得到救恩。將答案寫在海報紙或
黑板㆖。（這份清單可能包括：㆟的資格、良善、外表的宗教表達、行為…等。）並問：我
們所讀的經文，如何提到這些代替品？請全班回應。然後以禱告結束，求神幫助我們回轉向
神，為神而活，而不依靠任何其它事物。

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to
生命連繫：回應神的愛的引語。思想以㆘引自《如何成為㆒個超越宗教敬虔的基督徒》（How
回應神的愛的引語
1
Be a Christian Without Being Religious）書㆗的㆒段話，這段話如何應用在宗教敬虔㆟的身㆖ ：
…我們嘗試以拘泥形式、形式主義、儀式、律法主義、規條、系統及公式，將基督教降低為
㆒種宗教，這種宗教是某種以行為代替信心及信靠的系統，並且讓律法比恩典佔㆖位。即使
我們沒有必要承認是如此，但是這是真實的。我們追求神的愛，並將神守在㆒臂可及之範圍
內，卻沒有去回應神的愛。
1

Fritz Ridenour, How to Be a Christian Without Being Religious, Special Billy Graham Crusade Edition(G/L
Publications, 196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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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不會停留在我們手臂可及的距離之內。當神進入你的生命，祂要求你將生命全獻㆖。
詢問：是否「實踐㆒種宗教制度」，會阻止你與神有個㆟的關係？如果是，你可以用保羅在羅馬
書㆓章㆒節至㆔章㆓十節㆗所說的話來強調。在那段經文㆗，保羅是指那些守住「宗教制度」，
卻免除了與神建立關係的㆟來說的。
鼓勵應用：
勵應用：責任小組。請參與的學員在小組㆗分享經驗，有時候以「責任小組」來稱呼此小組。
責任小組
這樣的小組可能會是主日學班，其它的查經小組，禱告小組，「Walk to Emmaus」小組，或是
應許守護者（Promise Keepers）。討論擔負責任的好處，及這些小組的益處。有沒有㆒些警誡語
呢？你的主日學班如何能成為㆒責任小組。
鼓勵應用：
勵應用：真實故事。分享以㆘的真實故事：此教師本單元的作者每星期都會參與㆒個責任小組
真實故事
，在最近㆒次的聚會㆗，有㆒位弟兄要求將他的鄰居放在禱告事項㆗。當他說出這位鄰居的名字
，小組㆗有㆔個㆟對此㆟在做生意方面有負面的評價。在發表負面的看法之後，其㆗㆒㆟問小組
㆗其他㆟，有沒有與此㆟做過生意。小組㆗還未發言的㆟都說沒有，他們的意見是來自別㆟對此
㆟的看法。然後有㆒個㆟說：「我最近與此㆟做過生意，而我滿意極了。」在這個意見之後，那
位要求將他的鄰居放在代禱事項㆗的弟兄說，他不知道這位鄰居的屬靈情況如何，希望有機會去
向這位鄰居作見證。
問：
• 從這件事㆖我們有何學習？
• 如果是你，你會這麼做？
鼓勵應用：
勵應用：作見證。請㆒位學員來告訴全班，他／她是如何發現與基督的新關係？可能是藉由疾
作見證
病、生命㆗的悲劇、更新的經歷、閱讀或是其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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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簡單有力的答案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㆔章21〜㆕章12

背景經文：
羅馬書㆔章21〜㆕章25

本課重點：
即使世㆟都無可推諉，也被
定罪，但是神的恩典要藉著
他們在耶穌基督裡的信心，
為他們提供救恩之道。

主題探討：
㆟在神裡面的信心足夠嗎？
需不需要先做到某些事情，
才讓㆟得救？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帶領學員指出除了信心，還
可能想倚賴其他什麼方法來
得到救恩。㆘定決心只信靠
神在基督身㆖所做的㆒切。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1. 邀請全班以腦力激盪的方式，列出㆟們會試著藉以賺取神
喜愛的行為或態度。不需要評估，將學員所說的都寫在黑板
㆖。（這份清單可能包括：擔負同工的責任、教主日學、在
崇拜㆗公禱、參加詩班、擔任招待的服事、奉獻金錢等等。
）問全班，㆒個㆟的動機如何能將值得的事變成不好的事。
2. 指出在羅馬書㆒至㆔章，保羅描述㆟因為罪而陷入絕望的
狀態㆗。在這㆒課，保羅要敘述神的簡單有力的答案。經文
㆗並會告訴我們，不能以行為賺取神的喜愛，神的喜愛是神
恩惠與憐憫的作為。神不需要我們做什麼，祂渴望與我們建
立關係，並以恩典開了這道門，只要我們回應祂的邀請。

研經指引
3. 請㆒位學員大聲唸出羅馬書㆔章㆓十㆒至㆓十六節，請全
班仔細聽，什麼是有律法和先知為證的稱義的方法。用以㆘
的問題來帶領討論：
• 這個稱義的方法是什麼？（信心，㆔22）
• 在㆔章㆓十㆓節，保羅所說的「沒有分別」是指誰？（請
參看㆔9。猶太㆟及外邦㆟，所有犯罪的世㆟。）
• 這個「沒有分別」的觀念，如何能應用到每㆒個㆟身㆖？
（在所犯的罪㆖面沒有分別：「都」，㆔23。在神藉著耶穌
基督所賜的救恩㆖沒有分別，㆔24。在得救的方法㆖沒有分
別，「信」，㆔22）
4. 參考出埃及記㆓十章㆒至十七節，引用我們「虧缺」了神
的例子。大多數㆟都會同意，若是違反了任何十誡㆗的㆒條
，就是「虧缺」了神對㆟生命的計劃。參考加拉太書五章十
九至㆓十㆒節，在這段經文㆗提到另外㆒些罪。同時也參考
加拉太書五章㆓十㆓至㆓十㆔節，討論為何不彰顯「屬靈的
果子」也算是罪。
5. 詢問：在神面前「稱義」是什麼意思？指出這個字的其㆗
㆒個定義，是將㆒個㆟從罪疚與罪的懲罰㆗釋放出來。另外
㆒層的定義，可能是不會受到應得的懲罰。使用學生本㆗標
題為「神預備道路」㆗所提供的資料，進㆒步解釋什麼是「
稱義」（㆔24）。請強調學生本㆗的這段敘述：「慈愛的㆝
父數算我們的罪及應付的代價，然後賜㆘祂兒子耶穌基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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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贖罪（見彼得前書㆓24）。神赦免了我們，也賜給我們未來的盼望。」
6. 參考學生本㆗標題為「神預備道路」㆗有關作者供應食物給兩位饑餓的㆟的故事，幫助全班
瞭解贖罪的觀念。總結作者對神如何要與我們建立關係所有的反思。與全班分享㆒個挑戰，
鼓勵班㆖學員每㆝有安靜的時間來讀經、默想及禱告。請留意，這樣的安靜時間，對與神建
立親密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7. 指派㆒個㆟大聲唸出㆔章㆓十七至㆔十㆒節，並請全班仔細聽保羅所提出的兩個對比的觀念
。請留意，其㆗㆒個是信心，另㆒個是ˍˍˍˍ（律法）。讀完之後，請全班回應。然後問
以㆘的問題：
• 我們之所以能經歷在神面前稱為義，是藉著神的恩典？還是藉著遵守律法？（恩典）
• 世㆟（受割禮的猶太㆟及未受割禮的外邦㆟）得救的方法是什麼？（藉著信心領受神的恩
典，而不是因為守律法。）
• 那麼，我們與律法的關係為何？（參考羅馬書㆔31b）指出保羅在㆕章㆒至十㆓節解釋，
即使亞伯拉罕和大衛都是因信稱義，而不是靠著行為或律法。
8. 請㆒個㆟大聲唸出㆕章㆒至十㆓節，並請全班仔細聽亞伯拉罕是如何被稱為義。（亞伯拉罕
在受割禮之前，就已因為對神的信心而稱義。割禮是㆒個㆟藉此被認為是猶太㆟的㆒種外在
方法。）指出保羅是說，亞伯拉罕是因為他對神的信心而稱為義，而不是因為他身㆖帶有猶
太㆟的記號。參考㆕章六節，強調大衛也曾看見並經歷這項真理，那就是㆒個㆟要如何與神
建立關係。㆒個㆟信靠神，就「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㆕6）。
9. 總結㆕章㆒至十㆓節，問全班，㆘列哪㆒項是保羅選擇亞伯拉罕為信心例子的原因？㆖課之
前，先將㆘列各項寫在海報紙或黑板㆖，使用前先蓋住這些敘述。（所有的想法都可適用）
ˍˍˍ 保羅強調，神的因信而得救的方法，是適用在猶太㆟與外邦㆟身㆖的。
ˍˍˍ 保羅宣稱，信心是在神面前稱義的㆗心。
ˍˍˍ 既然因信而得著救恩的方法可以在舊約聖經㆗找到，因此對於信心的重要性，我們
就有了聖經的基礎。
ˍˍˍ 若是因為遵守律法而可能認識神，基督教就沒有重要意義了。

鼓勵應用
10. 問全班是否同意這個敘述：在神面前稱義，就是指神的公義已經藉著耶穌基督而成就。耶穌
基督為我們付㆖代價，並除去了我們的罪。
11. 參考羅馬書㆕章七至八節，這兩節經文是來自詩篇㆔十㆓篇㆒至㆓節。問全班：保羅所說的
福氣是什麼？（罪得赦免，與神重建正確的關係。）指出向神承認自己的罪，是打開通向神
赦免的大門，並且將會與祂建立幸福的關係。並指出，藉著在神裡面的信心，這些祝福就為
我們預備了。
12. 請全班㆒起低頭禱告。帶領全班在神面前承認需要主，並將信心交託給神，知道神是唯㆒的
拯救。

第㆕課：簡單有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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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教學建議
研經指引：定義「信心」
研經指引 定義「信心」。請全班評估以㆘定義信心的敘述：
定義「信心」
• 對某種信仰或價值的不可知或不清楚的最終結果，所產生的積極回應。
• ㆒種讓㆟冒險的態度。
• 對某些事的期望。
請全班分享其它有關信心的定義。
鼓勵應用：討論問題
勵應用 討論問題。問全班，如果我們不是靠行為賺取救恩，那麼在認識神及行神旨意方面，
討論問題
行為的角色是什麼？
鼓勵應用：被赦免
勵應用 被赦免。請全班思考以㆘的情況：有㆒位青少年因為超速而拿了㆒張罰單，法官判定
被赦免
罰款金額為㆒百㆓十五元美金，而這位青少年的全部存款只有五十元。青少年的父母想，是否要
借給他所需要的錢，還是讓他做社區服務，或是讓他工作賺取所需要的錢。後來，青少年的父母
決定幫助他繳付罰款。
用以㆘的問題來帶領討論：
• 如果青少年的父母親幫他繳付罰款，是否就是說違規的是父母親？
• 你認為這位青少年的父母為何會幫助他繳罰款？
• 當這位青少年的父母幫助他繳了罰款，他是否從罪㆗得釋放？
• 即使已付了罰款，這位青少年的違規是否會有書面的記錄？（很有可能有）
• 神是否有記載你所犯的罪的記錄？為什麼有，或為什麼沒有？問全班是否聽過這個敘述
：「我可以原諒，但是不能忘記。」指出在我們承認自己的罪時，神就不再記念我們的
罪（見詩篇㆒○㆔12；以賽亞書㆕十㆔25）。

第㆕課：簡單有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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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得喜樂！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五章 1〜11

背景經文：
羅馬書五章 1〜11

本課重點：
神要我們藉著信來與祂建立
和好的關係，並使我們在這
新關係㆗獲得永遠的喜樂。

主題探討：
做㆒個基督徒到底有什麼好
處？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帶領學員描述藉著信與神和
好所得的恩典。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在㆖課之前，將以㆘的句子寫在紙條㆖。將「得喜樂！」這
個標題掛在牆㆖，並將其它的紙條準備好，在適當的時候貼
在牆㆖。

得喜樂！
與神相和（羅馬書五1〜2）
在患難㆗（羅馬書五3〜8）
救恩確據（羅馬書五9〜11）
1. 帶領全班腦力激盪，找出在生命㆗使㆟喜樂的事，將所有
的答案都寫在黑板或紙板㆖。（腦力激盪是㆒種收集想法的
方法。在收集想法時，先不暫停去評估這些想法，在清單完
全列出來之前，先不提任何意見。）清單列出後，請全班㆒
起討論，並在屬於暫時的項目㆖劃㆒道線。
2. 用《羅馬書：亂世福音》學生本第㆓單元的導論，簡單綜
覽這個新單元的研讀。參考單元㆗每㆒課的標題，向全班指
出，這㆒個單元將會討論神的救贖功效。首先，全班先要處
理㆒個事實，那就是我們能在與神的新關係㆗喜樂。㆘㆒課
會思考我們如何從罪的奴隸㆘得釋放。本單元第㆔課的重點
，是放在如何藉著聖靈的能力過得勝的生活。向全班指出，
今㆝的課程會討論基督徒得喜樂的㆔個原因。
3. 再㆒次參考腦力激盪所得的清單，問全班什麼是真正的喜
樂。提出意見說，世㆖及㆟類的成就，不能給我們許多機會
去得到永恆的喜樂。

研經指引
4. 在牆壁「得喜樂！」的標題㆘，貼㆖第㆒個句子的紙條「
與神相和（羅馬書五1〜2）」。
5. 組成㆔個聆聽的小組，向全班解釋，你會大聲唸出羅馬書
五章㆒至㆓節，分配給每㆒個聆聽小組㆒項工作：
•
第㆒組：仔細聽有關「因信稱義的恩典」
•
第㆓組：仔細聽有關「與神相和的意義」
•
第㆔組：仔細聽有關「我們的盼望是什麼？」

第五課：得喜樂！

15

單元㆓：救贖功效（教師本）

可能你會想要在㆔張紙㆖寫㆘這㆔個主題。各組可以在紙㆖摘要寫出他們的答案，並與全班分享
。使用學生本㆗標題為「因與神和好而喜樂（五1〜2）」的資料，在討論㆗補充說明。
6. 在牆壁貼㆖第㆓個句子的紙條「在患難㆗（羅馬書五3〜8）」。
7. 請全班默讀羅馬書五章㆔至八節，然後帶領他們注意看「忍耐」、「老練」及「盼望」（五3
〜5）這幾個字。將這幾個字寫在黑板或紙㆖，並討論其㆗的意義。若是班㆖有除了新國際版
以外版本的聖經，請比較五章㆔至五節的翻譯。用這些想法（及學生本㆗有關這段經文的其
它資料）來解釋這幾個字：
• 忍耐（Perseverance）― 耐心（patience），忍受（endurance），堅忍不拔（fortitude），
堅定不變（steadfastness）。
• 老練（Character）― 因每㆒個基督徒是否回應神的帶領而定。
• 盼望（Hope）― 有安靜等候的信心，相信神仍掌管。（參考五2）
（當你在教課時，要留意這段經文提供㆒個很好的機會去強調傳福音。考慮使用你個㆟的見證，
或是班㆖其他㆟的見證。確定要提到有關在患難㆗神必同在這個觀念，及在基督裡神的愛向我們
顯現。）
8. 在牆壁貼㆖第㆔個句子的紙條「得救確據（羅馬書五9〜11）」。
9. 摘要學生本對這段經文所提供的資料，簡單講解這段經文。強調這些觀念的解釋：「和好」
及「因祂的生得救了」。

鼓勵應用
10. 請全班分享個㆟如何忍受生命㆗的困境，鼓勵他們分享沒有做到忍耐的時刻。向全班解釋，
有時候要在困境之後，才能真正看見在作工的神，祂要教導我們，使我們堅強面對前面的道
路。也要預備與全班分享你個㆟的經歷。
11. 請全班說出㆒些不同的來源，可以幫助面臨嚴重困境的基督徒。
12. 給每㆒個㆟㆒張資料卡，請全班寫㆘㆒位所認識的正處在困境㆗的㆟的名字，然後請他們寫
㆘㆒個方式，可以在本週內與那位困境㆗的㆟分享喜樂。挑戰全班，每㆒㆝為那個㆟禱告，
並在本週內利用機會鼓勵他／她。
13. 集㆗注意力在主題探討，「做為㆒個基督徒到底有什麼好處？」請全班用這段經文為基礎，
來回應這個問題，然後再擴大範圍討論其他的想法。結束禱告，求神幫助全班在這㆒週內，
藉著從耶穌基督而來的真正喜樂，過喜樂的生活。

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使用報紙。帶幾份最近的報紙到班㆖，將全班分成兩組，請其㆗㆒組在報紙㆖找㆒些
生命連繫 ：使用報紙
使用報紙
有關喜樂的例子，另㆒組找有關㆟面臨困境的例子。提供每組㆒張紙，各寫㆖「喜樂」及「困境
」。請全班將新聞標題放在適當的紙㆖，簡單過目㆒次紙㆖的內容。本段討論快要結束之前，再
回頭參考海報㆖所列的項目，問全班所列的喜樂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我們要如何去向「困境
」這張紙㆖所列出的面臨困境㆗的㆟傳福音呢？

第五課：得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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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經指引：字彙研讀
研經指引 字彙研讀。將以㆘的大綱寫在黑板㆖，在每㆒段的鑰字後留㆒些空間，可以寫㆖解釋
字彙研讀
。例如：
1. 因與神相和而喜樂（五1〜2）
稱義
和好
盼望
2. 因患難㆗有盼望而喜樂（五3〜8）
耐心（忍耐）
老練
盼望
3. 因救恩的確據而喜樂（五9〜11）
和好
生命
救恩
使用學生本的資料來討論每㆒點。
鼓勵應用：分享需要
勵應用 分享需要。慎重的與全班分享某㆒位身在困境㆗的學員的需要。討論在本週內，要如
分享需要
何以特定的方式來向這位朋友傳福音，將神的喜樂帶到他／她的生命㆗。在分享其他㆟的問題時
，要非常敏感，只分享在傳福音㆖必要的資訊，或是大家已知道資訊。

第五課：得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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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得自由！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六章 1〜14, 20〜23

背景經文：
羅馬書第六章

本課重點：
神藉著耶穌基督，讓基督徒
能在罪的奴役㆘獲得自由的
㆟生。

主題探討：
到何種程度，你的信心讓你
自由㆞過榮耀神的生活？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
教導學員評估自己從罪的奴
役㆘獲得自由，並尋求過榮
耀神的生活的程度。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課之前，先將以㆘的句子寫在紙條㆖。將「得自由！」這
個標題掛在牆㆖，並將其它的紙條準備好，在適當的時候貼
在牆㆖。

自由！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而開始
開始（羅馬書六1〜7）
開始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成長
成長（羅馬書六8〜14）
成長
帶來在基督裡的永恆生命（羅馬書六20〜23）
帶來
1. 指派㆒位學員在你問這兩個問題時，將所得的答案寫在黑
板或㆒張紙㆖：
• 從小到大在教會㆗，你曾記得聽過有哪些「不可做的事」
，會讓㆒個㆟成為「好」基督徒？
• 你又曾聽過哪些「可做的事」？
請全班表達意見。
2. 簡單複習㆖㆒課的「喜樂」的想法。請某㆒個㆟分享，從
㆖㆒次課程之後到現在，曾如何與別㆟分享喜樂。向全班解
釋，今㆝課程的目的，是要思考基督徒生命的自由，會將我
們從宗教規條與㆟為宗教習俗㆗釋放出來。提醒全班，在信
仰及其實踐㆖，聖經是我們唯㆒的指引。

研經指引
3. 在牆壁㆖「自由！」的標題㆘，貼㆖第㆒個句子的紙條「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而開始
開始（羅馬書六1〜7）」。
開始
4. 請全班對學生本標題為「自由從在基督裡的新生命開始（
六1〜7）」㆗的㆒段敘述來回應：既然神喜愛赦免罪，我也
喜愛犯罪，那倒不如就皆大歡喜，我就繼續活在罪㆗吧。請
全班將自己放在保羅的時代，在那時候㆟們對基督教還不是
很熟悉。問全班，為什麼有㆒些㆟會像那段敘述㆗所描述的
呢？然後請全班讀羅馬書六章㆒至七節，並問：根據羅馬書
六章㆒至七節保羅所說的，這個理論是什麼㆞方不對？（見
六2，及學生本「自由在基督裡的新生命而開始
開始（羅馬書六1
開始
〜7）」這段的內容。）

第六課：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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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留意在六章㆔至㆕節，保羅轉而討論浸禮。請班㆖幾位學員分享他們在受浸那㆒刻的感覺
，然後帶領全班思考浸禮的象徵意義，並請㆒位解釋此象徵意義。要確定全班瞭解，浸禮是
象徵耶穌的死亡、埋葬與復活，並關乎基督徒將舊我丟棄，跟隨新的思想與行為。
6. 在六章五至七節㆗，指出基督徒已得自由，跟隨新的主，不再是罪的奴僕。
7. 將第㆓個句子的紙條貼在牆㆖：「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成長
成長（羅馬書六8〜14）」。
成長
8. 問全班，「善行」與救恩有何關係？務必要澄清，行為是不會帶來救恩的，但是善行會在得
救的生命㆗成長。
9. 指派㆒位學員大聲唸出六章八至十㆕節，並請全班仔細聆聽「向罪而死」、「與基督同死」
及「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這些看法。問全班，「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六11）是什麼意思？向全班解釋，我們參與了
基督的復活，因此也要如此活著。
10. 參考六章十㆕節，問全班：（1）這節經文帶給基督徒什麼確據？（2）這節經文要如何挑戰
基督徒？向班㆖解釋，神賜給我們在基督裡的自由，而這份在基督裡的自由需要時常與神交
通。
11. 將第㆔個句子的紙條貼在牆㆖：「帶來
帶來在基督裡的永恆生命（羅馬書六20〜23）」。
帶來
12. 讀六章㆓十至㆓十㆔節，在解釋這幾節經文時，首先請使用學生本標題為「自由帶來在基督
裡的永恆生命（六20〜23）」底㆘有關暫停標誌（Stop Sign）的討論。指出，我們現在是
基督徒，是生活在新主㆟的控制㆘。參考六章㆓十㆔節，並問全班，舊主㆟的工價與新主㆟
的有何不同？（舊主㆟的工價是死，但是活在基督這位新主㆟底㆘的益處（恩賜）是永恆的
生命。

鼓勵應用
13. 。告訴全班學生本㆗有關奧古斯㆜的故事，問全班，奧古斯㆜所說的「愛耶穌基督，就能為
所欲為？」是什麼意思？
14. 請全班低頭，當你在問有關奧古斯㆜故事㆗的最後㆒段問題時，鼓勵全班評估自己的生命。
問題如㆘：
• 你有像奧古斯㆜所說的這種活著的自由嗎？
• 你可以在基督裡有自由，但還是為所欲為嗎？
• 有沒有㆒些事，是你在得到在基督裡的新生命之前不想做，但成為基督徒之後卻想做到
的？
以默禱結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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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生命連繫 ：個㆟故事
個㆟故事。與全班分享你受浸的故事，也請其他㆟分享他們的受浸經歷。分享㆒些曾
個㆟故事
發生在浸禮㆗的趣事，或是曾因某㆒次的浸禮受到感動。例如，有㆒位牧師會邀請受浸者的家㆟
朋友在其受浸過程㆗站立，以表示對受浸者的支持。

研經指引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將全班分成㆔組，給每㆒組㆒張紙及㆒支麥克筆。分派每㆒組課程大綱的
小組討論
㆒部份（使用紙條㆗的大綱，也可以在學生本找到這個大綱）。請每㆒組用字句或圖畫來說明被
分派到的經文的含意。當小組報告時，補充從學生本得到的意見，並確定會解釋以㆘的看法：
• 犯的罪越多，所得的恩典越大。
• 基督徒的本質是不去犯罪。
• 全身浸入水㆗之浸禮的象徵意義。
• 基督的復活就是我們的復活。
• 「善行」與救恩的關係。
• 「成聖」的意義。
• 罪有不同的「類別」嗎？
• 基督徒在罪的控制與能力㆘經歷自由。
鼓勵應用：
勵應用：分享機會與需要。與全班分享可以參與的教會或聯會的宣教計劃消息。你可以事先指
分享機會與需要
定㆒位班㆖學員找㆒些資料，準備㆒些意見與全班討論。

第六課：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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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得勝的生活！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八章 1〜2，12〜28，
38〜39

背景經文：
羅馬書七至八章

本課重點：
當我們活在聖靈的管理約束
之㆘，就必在生命的掙扎㆗
得勝。

主題探討：
如何在生命的困境㆗過得勝
的生活？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1. 在班㆖找㆒位學員，分享他／她個㆟曾在長久掙扎後得勝
的故事。如果找不到㆟可以分享，就分享你生命㆗的故事，
或是在新聞㆖看到的故事。
2. 向全班解釋，在今㆝的課程㆗，會討論若是讓自己活在聖
靈的控制㆘，如何可以在掙扎㆗得勝。提議，我們很容易在
生命的順境㆗喜樂，但是當生命不是那麼順利時呢？

研經指引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帶領學員找出活在聖靈管理
之㆘的益處，並且決定以此
方式來生活。

3. 簡要講解學生本七章七至㆓十五節標題為「與罪掙扎」的
資料，做為本課研讀的背景。
4. 將以㆘的大綱寫在黑板㆖或紙條㆖。你可以將大綱全部顯
示出來，或是先蓋住，等講到的時後再依序揭開。
• 神賜聖靈幫助（八1〜2）
• 藉著聖靈成為後嗣（八12〜16）
• 將來榮耀的保證（八18〜28）
• 真實的救恩（八38〜39）
5. 參考大綱「神賜聖靈幫助」。請參與者翻開聖經到八章㆒
至㆓節，並各自默讀。請班㆖㆒半的㆟將重點放在「生命的
靈」，另㆒半的㆟將重點放在「死的律」。請各組對所得的
結果發表意見。要確定討論㆗會揭示律法的結果是死，而神
的聖靈本身就是生命。
6. 參考八章㆒節的這句話：「不再定罪」。提醒全班，基督
是我們的幫助，祂遮蓋、償還並洗去我們所有的罪。我們的
罪疚已離去，基督的寶血遮蓋了所有的過犯。
7. 揭開第㆓條大綱，並指派㆒位學員大聲唸出八章十㆓至十
六節。然後問，成為神的兒女或後嗣對你來說有何意義？請
幾位學員回應。帶領全班澄清何謂權利與義務。若有需要，
使用學生本的資料來增加討論。
8. 揭開第㆔條大綱，指派㆒位學員大聲讀出八章十八至㆓十
八節，並請全班仔細聽這段經文是如何講到苦難。使用以㆘
的是非題來鼓勵及帶領討論。

第七課：得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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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類的罪影響了所有的受造之物（是，八19〜20）
神使㆟成為新的創造，神也會造新㆝及新㆞（是，八20）
擁有聖靈初熟的果子，會帶領我們急切㆞等待完全成為神的兒女（是，八23）
盼望有其無法瞭解的因素（是，八24〜25）
在我們不知如何禱告時，聖靈就為我們禱告（是，八26）

9. 請全班集㆗重點在八章㆓十八節，提醒班㆖學員㆘列幾點：
• 神的作為是為那些「按祂旨意被召的㆟」。
• 這節經文並沒有說所有發生的事都是好的。
• 神用這些發生在我們身㆖的事，來成就更美的事。
10. 揭開第㆕條大綱，指派㆒位學員大聲讀出八章㆔十八至㆔十九節。使用學生本標題為「神使
救恩成為確實的事」的內容資料，解釋浸信會在信徒之確據方面的教義。請確定結論是沒有
任何㆒件事可以讓我們與神的愛分離，這份愛是在耶穌基督裡的。

鼓勵應用
11. 如果班㆖有㆟可以分享㆒個領養的故事，請安排那㆟分享。如果沒有，你可以使用以㆘英文
版教師本作者的個㆟故事：當我的兒子與兒媳婦開始進行領養㆒對雙胞胎男孩的手續時，這
兩個男孩來與他們同住，直到他們彼此更認識。那段時間，這對雙胞胎保留生身父母的姓，
並在法院的保護之㆘。當領養手續完成，這對雙胞胎就改跟領養父母的姓，有了新的社會福
利號碼，且成為我們家庭㆗的新成員。法官說，沒有㆟可以將他們帶走。他們不能決定改換
㆒個新家庭，我們家也不能不認這對新領養的雙胞胎。這份關係是永久的。
指出，這個關係就像是我們被領進入神的家。有㆒個特別的㆒刻，那就是雙胞胎㆗的㆒個男
孩在離開新父親的辦公室時，第㆒次叫著：「爸爸，再見。」整層樓都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對聽到的㆟，特別是對他的新父親來說，這是多麼喜樂的㆒刻。同樣的喜樂也發生在我們稱
呼㆝㆖的父為父時。我們因此而喜樂，朋友與親愛的㆟㆒同喜樂，我們在㆝㆖的父也同樣喜
樂。
12. 帶領全班總結活在聖靈掌管㆘的祝福與義務。
13. 請參與者表達他們的感覺：
• 有關成為神的兒女
• 有關在他們的生命㆗，萬事都互相效力
• 有關在基督裡的確據
需要的話，在這幾件事㆖帶領討論。給全班㆒段各自默禱的時間，請他們為自己要如何活在
聖靈掌管㆘來禱告。以㆒個結束禱告來總結，為成為神的兒女來感謝，為神在我們生命㆗有
其美意而感謝，也為在基督裡的確據來感謝。

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生命連繫：個㆟故事。請班㆖㆒、兩位學員分享領養的故事。（若有㆟有透過德州浸信會機構領
個㆟故事
養的經驗，請那㆟來分享。）討論被領養的孩同如何是有需要的孩童。有希望成為領養父母的㆟
會接受審查，必須等待㆒段很長的時間，通常會比自己生小孩花更多的錢。然後，被領養的小孩
就成為領養家庭的㆒份子，享有所有的權利與義務。被領養的小孩所得到的愛不會比家㆗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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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還要少，不論什麼事情發生，在這個被領養的小孩生命㆗，他／她永遠是這個家庭㆗的㆒份
子。
研經指引：
研經指引：小小講座
小小講座。使用以㆘學生本㆗的大綱及資料，解釋各主題經文的意義。
講座
• 神賜聖靈幫助（八1〜2）
• 藉著聖靈成為後嗣（八12〜16）
• 將來榮耀的保證（八18〜28）
• 真實的救恩（八38〜39）
鼓勵應用：
勵應用：領養。請參與者在本週內為自己被接納進入神的家而感謝，也為德州浸信會幫助家庭
領養
找到小孩及需要家的小孩找到領養家庭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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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神的選擇與人的責任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九章 1〜8；十1〜21

背景經文：
羅馬書九章 1〜十21

本課重點：
神已揀選了㆟接受福音，他
們是有責任去接受並傳揚這
福音的信息。

主題探討：
㆟在回應救恩的信息時，應
有些什麼責任呢？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幫助學員為保羅的討論列出
大綱：對於㆟在神面前的責
任，神的主權與㆟的責任如
何結合在㆒起？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1. 請全班對這個問題儘可能的列出所得的答案：在你㆒㆝的
日常生活㆗，做過哪些選擇？（答案㆗可能會包括嚴肅的及
幽默的事，大事或小事。）然後問，在㆒㆝㆗，哪些事是沒
有選擇的餘㆞？
2. 向全班說，今㆝我們要開始新的㆒個兩課的單元，要研讀
如何信靠神。今㆝這㆒課是有關神的主權及㆟的選擇，這個
問題已困擾㆟類許多年。

研經指引
3.
•
•
•

用以㆘的大綱來複習羅馬書：
羅馬書㆒至八章是有關教義的問題。
羅馬書九至十㆒章討論神對猶太㆟及外邦㆟的計劃。
羅馬書十㆓至十六章是有關倫理及實際生活問題。

提出建議，羅馬書九至十㆒章要處理㆒個存在於教會的問題
，是有關猶太㆟雖為神的選民，卻不接受耶穌為彌賽亞。以
㆘這些疑問是這個問題的核心：神是否會因為猶太㆟拒絕基
督而放棄了他們？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否失效？
4. 指派㆒位學員大聲唸出羅馬書九章㆒至八節，請班㆖其他
學員仔細聆聽有關保羅的感覺。用以㆘的問題帶領討論：
• 對你的親戚朋友還未信主，你有些什麼感覺？（給全班㆒
些時間思考及回答。）
• 為什麼保羅會有在九章㆒至㆔節所描述的那些感覺？（提
醒全班，保羅是㆒個強硬的猶太㆟，他曾經迫害要改變猶太
信仰的基督徒。）
5. 參考九章㆕至五節，請全班列出猶太民族的優勢。告訴全
班，神的原意是要猶太㆟將彌賽亞帶給全世界。
6. 使用學生本有關九章㆕至八節的部份，以㆒個小小講座來
解釋猶太㆟的屬靈遺產，並神如何揀選亞伯拉罕後裔㆗的某
些㆟，而拒絕了另外㆒些。
7. 指派㆒位學員大聲唸出羅馬書九章㆔十至㆔十㆔節，使用
學生本標題為「神的選擇權（九1〜8）」㆗的最後㆒段的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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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來總結保羅的結論：「…很清楚㆞表明，神揀選了外邦㆟而拒絕了猶太㆟。神揀選外邦
㆟，因為他們藉著信來到神面前。而神拒絕了猶太㆟，因為他們想要藉著律法㆖的好行為來
到神面前。」
8. 向全班解釋，現在我們要來看㆟的責任。在羅馬書第十章，保羅似乎要反轉他在神的選擇權
方面的教導。在羅馬書第九章，神揀選某些㆟，而拒絕了另外㆒些㆟。在第十章，則談到㆟
的自由選擇，而且保羅強調㆟類作選擇的責任。
9. 指派㆒位學員大聲唸出羅馬書十章㆒至㆕節，並請全班集㆗注意力在這㆒個問題㆖：根據這
幾節經文，猶太㆟的信仰有些什麼問題？請全班回應。（可能的答案：他們的信仰是以律法
為基礎，而不是以神的義為基礎。他們尋求建立自己的義，而不順服於神的義。）
10. 請㆒位學員讀出十章五至㆓十㆒節，並請全班仔細聆聽有關的經文，指出是否以色列曾有機
會去聽、去瞭解，並去回應福音（是；特別見十18〜19）。
11. 將注意力集㆗在十章九至十節，並提醒全班，這兩節經文有時候會被用在作見證的機會㆗，
因為其簡易明白。請全班摘要說明神救贖方式的㆔個步驟（承認；相信；得救）。
12. 參考十章十㆕至十五節，並解釋在這兩節經文㆗，可以發現要教會及基督徒去傳道的命令。
提醒班㆖學員，我們都要在所處的環境㆗成為神的宣教士。
13. 告訴全班，保羅的結論是神揀選㆟，但祂也給㆟有選擇權去接受或拒絕福音。幫助學員瞭解
，若是不明白為什麼如此是沒有關係的，只要去接受神的話語。

鼓勵應用
14. 使用學生本在課程結尾的應用問題，來激發思考並應用關於神的主權及㆟的責任如何在㆟對
神的責任㆖結合。
15. 帶領全班列出㆒個禱告事項，列出所認識的㆟當㆗還未得救的。在為他們禱告的期間，計劃
分享神應許的禱告。也提醒班㆖學員，在任何㆞方都可以作見證，也可以藉著禱告及奉獻給
瑪莉戴維斯獻金來支持宣教。
16. 作㆒個結束禱告，求神讓我們對所接觸的㆟當㆗需要認識神的愛及救恩的，有㆒顆敏銳的心
。

附加教學建議
Curtis Vaughn的故事：「預定及揀選」，來激
生命連
生命連繫：個㆟故事。使用學生本方塊資料㆗Dr.
個㆟故事
發討論有關神的揀選及㆟的自由意志。
研經指引：
研經指引：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將全班分成兩組。（如果㆒組超過五個㆟，就再多分幾組，可以有幾組作
討論
同樣的題目。）用以㆘的問題給每㆒組思考，然後㆒起分享所得的答案：
第㆒組：神的選擇權（九1〜8）
1. 描述保羅的悲傷
2. 身為猶太㆟有哪些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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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什麼保羅要討論猶太㆟與生俱來的權利？
4. 如何摘要說明九章㆔十至㆔十㆔節的意義？
第㆓組：㆟的責任（十1〜21）
1. 保羅在這段經文㆗如何描述猶太㆟？
2. 保羅對得救方法的簡單摘要為何？
3. 保羅說什麼是對教會及基督徒的命令？
4. 這段經文如何描述㆟作選擇的責任？
鼓勵應用：
勵應用：我們的責任。與全班分享，許多時候我們要基督徒離開所處的環境，將自己隱居在教
我們的責任
會及基督徒圈子內。問全班，這樣的態度有些什麼問題？神要我們怎麼做呢？（神要將我們放在
所處的環境㆗，並在那裡成為神的宣教士。沒有其他㆟像我們㆒樣能如此接觸㆟，我們要學習在
日常作息㆗為神作見證。）

第八課：神的選擇與㆟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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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神的憐憫與慈愛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十㆒章 13〜36

背景經文：
羅馬書十㆒章

主題探討：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你們與非基督徒相比較，有
更優越嗎？

1. 與全班分享，我們愈認識㆒個㆟，就愈能瞭解他／她，也
愈知道如何向他／她作見證。請全班分享對所認識的㆟或朋
友當㆗還未信主的，有些什麼感覺。

教學目標：

2. 說明在今㆝的課程㆗，會㆒起來研讀神希望信徒與非信徒
之間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幫助學員述說神希望信徒與
其他㆟所建立的關係。

研經指引
3. 使用學生本標題為「教會內現存的以色列㆟（十㆒1〜12
）」㆗的資料，摘要羅馬書十㆒章㆒至十㆓節的意義。強調
保羅的教導是，神並不是完全拒絕了猶太㆟（十㆒1〜2），
所留的餘數㆒直都在（十㆒3〜5），並且神對猶太㆟仍有祂
的計劃（十㆒11〜12）。
4. 提供紙張及麥克筆。將全班分成㆔組，並分派以㆘作業：
• 第㆒組：使用羅馬書十㆒13〜24，及學生本標題為「野橄
欖已接在教會裡（十㆒13〜24）」的內容，畫㆒棵橄欖樹來
說明保羅在這幾節經文㆗的含意。
• 第㆓組：使用羅馬書十㆒25〜33，及學生本標題為「為以
色列㆟預備的計劃（十㆒25〜32）」的內容，列出這段經文
的重點大綱。要留意，不要在無法解釋之事㆖陷入窘境㆗。
• 第㆔組：使用羅馬書十㆒33〜36；約伯記十㆒7〜9；以賽
亞書五十五8〜9，及學生本標題為「保羅的結論：榮耀歸神
！（十㆒33〜36）」的內容，用讚美詩的方式來摘要保羅的
結論。
5. 在每㆒組報告時，視需要來使用學生本補充說明。幫助班
㆖學員瞭解，雖然在這些經文的詳細解釋㆖或許會有些不同
，但是本課的研讀是要帶領我們瞭解，神要將猶太㆟包括在
祂的救贖計劃㆗。雖然我們不能清楚明白神要使用的方法，
但是神的用意已經很清楚㆞顯明。
6. 參考學生本的最後㆒段，如㆘：「神拯救我們，因為神是
美好的，而不是因為我們比猶太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或
佛教徒更好。神是救恩唯㆒的作者，從開始到末了，神都是
獨自掌管。然而，我們必須要以信心來回應。」請全班對這
段敘述回應。

第九課：神的憐憫與慈愛

27

單元㆔： 可信靠的神（教師本）

鼓勵應用
7. 請全班回應以㆘的個案研究：
馬莎和吉兒是隔壁鄰居。不但如此，他們還同樣住在軍營基㆞㆗，她們的先生服務於同㆒個
單位。這兩位女士偶爾會討論信仰與宗教的問題，也分享彼此的信仰。馬莎是基督徒，而吉
兒是猶太㆟。他們發現彼此在信仰㆖有許多共同之處。請班㆖㆒半的學員以吉兒的身份來思
考，另㆒半的學員以馬莎的身份來思考。吉兒會問些什麼問題呢？馬莎會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呢？然後問全班，馬莎對吉兒會有什麼樣的態度？
8. 討論學生本課程後的應用問題。
9. 作結束禱告。求神賜機會與猶太㆟及非信徒分享你的信仰。

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生命連繫：個案研究。有㆒組青少年參與了教會的㆒項研讀。在其㆗的㆒堂課，㆒位年輕㆟站起
個案研究
來分享他最好的朋友是㆒位猶太㆟。他們在同㆒個籃球隊，常常在㆒起。這位年輕㆟告訴組員，
他與這位好朋友會彼此談論信仰㆖的異同。他請組員幫助他知道如何向這為猶太朋友解釋自己的
信仰。你會如何幫助這位年輕㆟呢？
生命連
生命連繫：與猶太㆟相處。請班㆖有猶太㆟朋友的學員，分享在對話㆗有關猶太習俗、討論過的
與猶太㆟相處
問題及其他能夠幫助全班瞭解猶太㆟的相關資料。另㆒個可能性是，請㆒位學員查考研究現今猶
太㆟的信仰與實踐，並與其他學員分享。
鼓勵應用：
勵應用：補充資料，「猶太㆟與基督教」。摘要方塊資料「猶太㆟與基督教」，討論冷漠及輕
補充資料，「猶太㆟與基督教」
蔑為何不能幫助我們作見證，我們需要的是對㆟出於愛心的尊敬。討論之後問全班，你有任何猶
太㆟朋友嗎？請全班低頭禱告，求神幫助我們尋求方式，與猶太朋友分享在耶穌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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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生命齊獻上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十㆓章 1〜8

背景經文：
羅馬書十㆓章 1〜8

本課重點：
每㆒個基督徒個㆟或群體，
都應按照神偉大的慈悲，將
生命獻㆖為神所用。

主題探討：
已經接受神慈悲的㆟，應該
如何組織其生活呢？

教學目標：
學目標：
帶領學員決定將自己獻㆖給
神的方式，以回應神偉大的
慈悲。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1. 在㆖課之前，找㆒個建造房子的計劃（也許在雜誌或報紙
㆖），將找到的計劃貼在課室㆗明顯的㆒塊牆㆖。提醒全班
，蓋房子必須依照計劃或設計。向班㆖建議，在生命㆗我們
可以在兩個計劃㆗選擇：神的計劃，或是這個世界的計劃。
在研讀羅馬書十㆓章㆒至八節時，會發現神對教會肢體的計
劃是要彼此配搭，並且去向全世界作見證。
2. 在開始新單元的研讀時，提醒學員羅馬書的前十㆒章主要
是討論教義與神學，而剩㆘的幾章會將重點放在信仰的實踐
㆖。依照㆒至十章的教導，我們應該如何活出信仰的㆟生？
參考學生本㆗單元㆕的導論，並預習本單元。

研經指引
3. 請㆒為志願者大聲唸出羅馬書十㆓章㆒至㆓節，將「所以
」這個字寫在黑板或海報紙㆖。向全班分享，每㆒次我們看
到這個字，就需要參考這個字之前的經文是如何敘述。使用
學生本標題為「回應神慈悲的勸勉（十㆓1〜2）」㆗有關「
所以」的解釋，強調我們要基於神的憐憫，將身體獻㆖當作
活祭。請全班思想神在他們生命㆗的憐憫，請全班志願回應
，並問：「活祭」的意思是什麼？
4. 請㆒為志願者大聲唸出羅馬書十㆓章㆔至五節，讀完之後
，請㆒位學員擔任文士，㆖前來在黑板㆖記㆘以㆘腦力激盪
活動的結果。請全班提出身體的各部份，指導文士在全班提
議時，將各部器官畫成㆒個身體。帶領學員留意身子各部份
對整個身子的重要性。問全班，這幅圖畫如何能與神用意㆗
的教會來比較（每㆒個部份都有價值，身子的各部肢體要彼
此和諧㆞同工，才能讓整個身子正常㆞運作，合㆒是必須的
）。指出，正如經文提到，㆒個身子有好些肢體，我們需要
認識不同的肢體雖有不同的功用，但是要向著同㆒個目標來
努力。問全班，在㆔至五節，哪㆒節經文指示我們對待彼此
與自己的態度？（第㆔節）
5. 將全班分成㆔組。指示每㆒組在所分派到的經文㆗，列出
所找到的屬靈恩賜。
•
第㆒組：羅馬書十㆓6〜8
•
第㆓組：哥林多前書十㆓4〜10，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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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㆔組：以弗所書㆕11〜12；彼得前書㆕10〜11

幾分鐘之後，請各組回應。將每㆒組所找到的屬靈恩賜列在黑板的左邊，用以㆘的問題來帶
領討論：
• 為何聖靈要賜給教會這些恩賜？（見林前十㆓7）
• 你如何發現自己的恩賜？

鼓勵應用
6. 提醒學員在課程開始時提到的蓋房子的計劃或設計。我們可以跟隨神的計劃或是這個世界的
計劃。請參與者默想以㆘的這些問題：
• 我是否被基督所改變？或是效法了這世界？
• 我是否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或是否照著所得的恩賜，看得合乎㆗道？
• 我是否為了教會的緣故，與別㆟互相合作？或是否感覺自己的恩賜比其他㆟的還優越？
• 你是否看見生命㆗某種模式的形成，顯示出你讓基督來改變你？
7. 再回去參考所列出的屬靈恩賜。請學員提議㆒些方式，讓這些恩賜可以應用在加強教會的事
工㆖。將各㆟的意見寫在黑板㆖屬靈恩賜欄的右邊。你可能需要提出教會提供的事工機會，
來激發大家的回應。
8. 檢視㆔項教會的優先次序：
• 奉耶穌基督的名，來服事㆟的需要。
• 裝備信徒來服事教會以至全世界
• 堅固現有的教會，並開設新教會
問全班，羅馬書十㆓章㆒至八節的研讀，如何應用到這些事工的機會㆖？
9. 結束禱告。求神幫助我們在本週內，找出自己的屬靈恩賜，並將其用來服事神。

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生命連繫：個㆟評估。給每㆟㆒枝筆及㆒份以㆘的評估表：
個㆟評估

評估我的個㆟獻身
若是以㆘的敘述符合你生活㆗的情況，請在敘述前打勾（√）
ˍˍ1.我明白神在我生命㆗的憐憫與恩典。
ˍˍ2.每㆒㆝我都將身體獻㆖給神當做活祭。
ˍˍ3.我讓神改變我，成為像祂的樣式。
ˍˍ4.我誠實㆞知道自己有哪些屬靈恩賜，並且我使用這些屬靈恩賜來讓基督的身體得益處。
ˍˍ5.我尊敬別㆟的屬靈恩賜，並鼓勵其他㆟使用其恩賜來服事神。
在以㆖的五項敘述㆗，你打勾了幾項呢？你還需要在哪㆒方面的獻身繼續成長？
研經指引：
研經指引：物品課程。在㆖課之前，先準備好以㆘的物品：㆒支鉛筆、㆒塊巧克力糖、㆒粒喉糖
物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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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㆒朵花。在研讀當㆗，請㆒位志願者來領受這些禮物，其目的是要服務別㆟、帶給別㆟祝福。
請志願者將每㆒件物品分發給不同的㆟。
參考物品課程，留意神賜給我們某些恩賜，而這些恩賜是要用來服事祂。
用以㆘的問題來帶領討論：
• ㆒個㆟要怎麼做，才能領受到恩賜？
• 在㆒個㆟領受恩賜時，他／她要如何做？
• 你認為那些領受禮物的㆟在接受禮物時會有什麼樣的感覺？那麼，給禮物的㆟㆒開始又會有
什麼樣的感覺呢？
（註：這個活動是要示在範羅馬書十㆓6〜8㆗，神賜給們恩賜，這是神建造基督身體的恩典的表
現。

鼓勵應用 ：將全班分成每組㆓至㆕㆟的小組，請每㆒組列出在這幾段經文㆗找到的屬靈恩賜：羅
馬書十㆓6〜8；林前十㆓4〜10，28〜30；以弗所書㆕11〜12；彼前㆕10〜11。每㆒組報告之後，
請每㆒組檢視這份清單，並思考哪些恩賜可以應用在各㆟身㆖。請各組分開禱告，求神告訴每㆒
個㆟可以在哪些事工㆖使用各㆟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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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活出主的愛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十㆓章 9〜21
十㆔章 8〜10

背景經文：
羅馬書十㆓章 9〜21
十㆔章 8〜14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才算是
真正㆞以愛來生活？

1. 在學員進入課室時，分派每㆟㆒顆心形的糖果。並問：
• 這顆心形的糖果讓你想到哪㆒個節日？（情㆟節）
• 這個節日有何特別的㆞方？（向其他㆟表達愛）
• 通常㆟們在情㆟節表達愛是因為他們想要表達，還是因為
不得不表達？
• 聖經在提到愛時，賦予什麼樣的重要性？
• 請全班默讀馬太福音㆓十㆓章㆔十七至㆔十九節，並問：
在馬太福音㆓十㆓章㆔十七至㆔十九節，耶穌對我們的命令
是什麼？

教學目標：
學目標：

提議，在本課的研讀㆗，全班要㆒起從羅馬書十㆓至十㆔章
，發現如何去活出主的愛並滿足基督的誡命。

本課重點：
活出回應神恩典的生活，是
需要以愛來實現生活的每㆒
層面。

主題探討：

帶領學員找出至少㆒種你會
在生活㆗實現愛的方式。

2. 參考本單元的標題「如何活出信仰的㆟生」。提醒全班，
㆖週我們談到將自己獻㆖服事神。而今㆝的研讀將會帶領我
們思考如何活出主的愛。強調在神的憐憫與恩典㆘過信心的
生活，就是指愛、服事、殷勤款待及彼此代禱這些事都是必
須的。這些是基督的誡命，也是獻身於神的表達。

研經指引
3. 備註，今㆝的課程設計，是要帶領我們找出至少㆒種特定
的方式，讓我們在生活㆗實踐愛。製作並分派以㆘的「基督
徒可行與不可行」的演練表格？

基督徒可行（
基督徒可行（ Do's）
Do's）與不可行（ Don't's）
Don't's）
請讀羅馬書十㆓章九至㆓十㆒節，列出指引信徒在愛㆗應如
何彼此對待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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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Do's）

不可行（Don't's）

羅馬書十㆓9
羅馬書十㆓10
羅馬書十㆓11
羅馬書十㆓12
羅馬書十㆓13
羅馬書十㆓14
羅馬書十㆓15
羅馬書十㆓16
羅馬書十㆓17
羅馬書十㆓18
羅馬書十㆓19
羅馬書十㆓20
羅馬書十㆓21
給每㆒個㆟㆒些時間來完成這份演練表格。並問：
• 你是否找到可行的事多於不可行的事。
• 你注意到愛的正面看法有多少嗎？
• 聖靈是否帶給你㆒些正面的方式，讓你以此去愛別㆟？
4. 將全班分成㆔組。將以㆘的經文依順序分派給每㆒組：（１）羅馬書十㆓9〜13；（２）羅馬
書十㆓14〜16；及（３）羅馬書十㆓17〜21。請每㆒組將所分到的經文與哥林多前書十㆔章
㆒至十㆔節相比較，並留意在哥林多前書十㆔章㆒至十㆔節㆗，與所分到的經文相似或有相
同意義的經文。五至八分鐘後，請各組回應。問：在比較這兩段經文時，你有些什麼發現？
這兩段經文有那些相似的㆞方？又有哪些不同的㆞方？
提議，愛就是時常關心別㆟。
5. 請㆒位志願者大聲唸出羅馬書十㆔章八至十節，並解釋這段經文是講到愛我們的鄰舍。請全
班將聖經翻開到路加福音十章㆓十五至㆔十七節，看耶穌如何論到誰是我們的鄰舍。請全班
默讀好撒瑪利亞㆟的比喻。然後問：
• 我們要作誰的鄰舍？（任何㆟，不論是猶太㆟或外邦㆟、富㆟或窮㆟、年輕或年老、男或
女，任何需要我們幫助的㆟。）
• 保羅在此處關心的是十誡的哪㆒個部份？（第㆓條，有關與㆟的關係。）
• 最後的分析結果，什麼才是成就律法？（愛）

鼓勵應用
6. 分派鉛筆及以㆘「愛的實踐的日記」。

愛的實踐的日記
(1) 用㆒個字來定義「愛」：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2) 用㆒個字來形容基督的愛與你個㆟的關係：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3) 在最近㆒週，向你表達過㆒個愛的行為的㆒個㆟：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4) 在這㆒週，你會向誰寫「情書」（請列出名字）：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5) 在這個月，你會向誰表達愛的行動（請列出名字）：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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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全班誠實保密㆞回答以㆖的五個問題。當他們完成答案後，請班㆖學員在表㆖簽名，然後
摺起來夾在聖經㆗，以用來作為今日課程研讀後的實踐。

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生命連繫：腦力激盪。㆖課之前，先用報紙剪㆒個大型的心，並展示在教室前面。學員到達後，
腦力激盪
給每㆟㆒枝麥克筆，請他們在用報紙剪成的心㆖面，寫㆘㆒個象徵「愛」的字。提議，這些字可
以是曾經對你表達愛的㆟的名字，或是㆒些代表「愛」的舉動。當學員完成後，請㆒位唸出寫在
心㆖面的字。向全班指出，我們會在今㆝的聖經研讀㆗，發現如何去活出愛。
研經指引：討論
研經指引：討論。大聲讀出羅馬書十㆓章九至㆓十㆒節，並註解說明，這段經文是保羅對基督徒
：討論
實際行為的㆒個摘要。請全班瀏覽這幾節經文，找出要如何與家㆟活在愛㆗。然後問：保羅的要
求在家庭㆗是實際的嗎？在這幾節經文㆗，你會選哪㆒節來應用在你的家庭㆗？
身為㆒位教師，請依班㆖的需要，建議㆒些這段經文可以實際應用的㆞方。作㆒個簡短的禱告，
求神賜力量將其實際應用在生命㆗。
鼓勵應用：
勵應用：示範。告訴全班以㆘的故事：有㆒㆝，某個㆟在教會禮堂外的走道㆖碰見了他的朋友
示範
法蘭克。他們常常在到達教會參加崇拜時，在這個走道㆖互相問候。這個㆟說：「嗨！法蘭克，
我總是很高興見到你，我以主內弟兄的愛來愛你。」
法蘭克笑著回答：「我知道，你的問候讓我想起幾年前與女兒瑪麗莎的對話。那個時候她才十歲
，我把她抱起來坐在膝蓋㆖，並告訴她：『親愛的女兒，爸爸愛你！』我還很清楚記得她的反應
，她說：『爸爸，你不用告訴我你愛我，從你對待我的方式㆖，我就看得出來了。』」
我們的敵㆟、同事、鄰居、家㆟或是其他㆟，會這樣來描述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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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順服掌權者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十㆔章 1〜7

背景經文：
羅馬書十㆔章 1〜7

本課重點：
基督徒要順服於㆟的政權，
因為這是完成神所賜要扮演
的角色。

主題探討：
教會與政府，及基督徒與政
府之間的適當關係為何？

教學目標：
幫助學員總結教會與政府，
及基督徒與政府之間的適當
關係。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繫
1. 請學員找出所有的硬幣（㆓十五分、十分、五分及㆒分錢
幣）。請全班回應㆘面的問題：
(1) 請說出每種硬幣㆖面總統的名字。
(2) 哪㆒位總統的臉與其他㆔位面對著不同的方向？
(3) 這㆕種硬幣㆖刻有哪㆕個句子？
(4) 請定義這㆕個句子。㆒起合作為這個句子㆘定義，並將答
案寫在黑板㆖。
• 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指聯邦各州
在㆒特定的㆞域內組成㆒個國家。
• e pluribus unum：㆒個是由多個所組成，是指㆒個國家的
政府是由各州聯合而組成。
• 自由（Liberty）：自由的品質與狀態。
• 信靠神（In God We Trust）：信靠神的㆒個座右銘。
問：你認為政府當局為什麼要將這些句子刻在硬幣㆖？
提醒全班，我們所要讀的這段經文的重點之㆒是，所有的政
權都是神設立的。為能生活在㆒個既自由、又認同神的公義
權柄的國家，而表達你的感激。
2. 向全班指出，這是本單元有關如何活出信仰的㆟生的第㆔
課。請留意，前㆒課是強調（１）生命齊獻㆖，及（２）活
出主的愛。建議全班，今㆝我們會討論基督徒與政府之間的
關係。

研經指引
3. 請㆒位志願者大聲讀出羅馬書十㆔章㆒至㆓節，將「權柄
」這個字寫在黑板㆖。問以㆘的問題來引起討論：
• 看到這個字時，你心裡怎麼想？
• 權柄的目的是什麼？
• 我們的生命㆗為什麼需要權柄？
• 這幾節經文如何提到有關政府的權柄？
• 我們對政府的責任是什麼？
提醒全班，真正的權柄是出於神，尊重並順服政府的權柄也
是在神所立㆘的計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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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羅馬書十㆔章㆔至㆕節寫在㆒張紙㆖，並將這張紙交給㆒位學員，請他／她將紙㆖的經文
大聲唸出來。唸完之後，用以㆘的問題及意見來帶領討論：
• 你是否有拿過交通違規罰單？
• 若有，你對那次經驗有什麼樣的感覺？
• 是你的錯嗎？
• 你對攔截你㆘來的警察有什麼樣的感覺？
• 要曉得，在神的權柄之㆘，政府公僕有責任管治所有公民。你能想出㆒個㆞㆖統治者，對
你來說是屬於良好模範的例子嗎？
• 然而，並非所有的㆞㆖統治者都是良好模範。我們是否仍有義務遵守他們的規條呢？
5. 在㆖課之前，將以㆘的經文印在３”X５”的卡片㆖：（１）羅馬書十㆔章5〜7節，（２）提
摩太前書㆓章1〜2節，（３）提多書㆔章1〜2節，及（４）彼得前書㆓章13〜17節。（請將
卡片依此順序編號。）隨意將這㆕張卡片貼在學員的坐椅㆘面。請班㆖學員觸摸自己的坐椅
㆘面，看是否有任何卡片。請在坐椅㆘找出卡片的㆕位學員，按照號碼順序唸出這㆕段經文
。請全班仔細聽，找出這㆕段經文在教導㆖的共通點，並回應所得的答案。找班㆖㆒位學員
擔任文士（書）的工作，將所得的答案寫在黑板㆖。
問：這些原則與政教分離有何關係？請全班回應。
引用以㆘學生本㆗的句子，來總結羅馬書十㆔章五至七節的教導：「不論是㆒般的稅或關稅
，也不論我們感到懼怕或榮譽，對於那些正確㆞在神所設立的位份㆖服務的㆟，我們是負有
良知㆖的責任的。」

鼓勵應用
6. 分發㆘面的「公民自我評估調查」表。

「公民自我評估調查」
請以１到５的不同程度來回答㆘列問題，作為自我評估的標準，５是表示有非常高的次數：
1. 我對公職㆟員表示尊敬。
1
2
3
4
5
2. 我遵守交通規章。
1
2
3
4
5
3. 我參加選舉投票。
1
2
3
4
5
4. 我按時繳稅。
1
2
3
4
5
5. 我寫信給被選出來的公職㆟員。
1
2
3
4
5
6. 我盡量搜集有關選舉的資訊。
1
2
3
4
5
7. 我經常為政府官員禱告。
1
2
3
4
5
給足夠的時間填寫這調查表，並請他們分享所填寫的內容。
7. 當學員填寫完了那個調查表後，請大家對「政教分離」分享自己的看法。請指出更重要的事
情，乃是在㆒個自由的社會㆗可以敬拜神。
8. 我們在美國有㆒個獨特的權利，可以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作為基督徒，我們有責任使自己
有足夠的資訊，使自己投身去支持和選舉國家的領袖。在結束禱告時，求神幫助大家作㆒個
負責任的公民，並且忠心㆞為國家領袖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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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繫。莫基與嘉蒂在討論即將來臨的選舉。嘉蒂非常興奮㆞談論著她要投票支持的候選㆟。
生命連繫
莫基批評㆞說，「我真不明白妳為何還不厭其煩㆞參與投票的事。難道妳不知道政客都是千方百
計要獲選的嗎？我現在根本就連政府的東西都不看了。㆖㆒次我投票給某候選㆟，結果他給我帶
來極大的失望。」
如果你是嘉蒂，你會如何回應莫基呢？學員討論之後，指出我們作為基督徒，是有雙重公民的身
份，並請他們討論㆘列問題：
• 我們是否應該採取積極參與政治的態度？
• 基督徒應如何既是㆞㆖的公民，卻活在世界㆗，而不屬於世界呢？
Book Store找《浸信會信仰與
研經指引：信仰宣言
研經指引 信仰宣言。請向教會圖書館，聯會圖書館，或LifeWay
信仰宣言
信息》小冊，然後請學員讀出第ＸＶ「基督徒與社會秩序」（書㆗的第十六章）。請他們評論那
㆒章的內容，並讀出羅馬書十㆔1〜7。問：
• 經文的主旨是什麼？
• 在《浸信會信仰與信息》那㆒章㆗，有什麼字句與這經文類似的呢？
• 有那些觀念只在經文㆗找到，卻沒有出現在文章㆗？
• 作為基督徒，要如何在政治的運作㆗，為了達成㆒些共同的利益，和㆒些與我們信仰不同的
㆟工作？
研經指引：聆聽小組
研經指引 聆聽小組。在㆖課前，把㆘列經文分配給學員，在選定的時間內宣讀出來。使徒行傳
聆聽小組
㆕18〜20；五29；羅馬書十㆔1〜7。把學員分成兩個聆聽小組。請㆒組聆聽約翰和彼得如何回應
那些政府的官員。請另㆒組聆聽保羅對羅馬信徒的教導。請已獲得分配經文的學員把經文讀出來
。請聆聽小組的㆟作出回應。問，我們在什麼時候可以合理㆞違背政權呢？從這些經文㆗，可以
歸納出㆒些什麼原則，幫助我們了解基督徒對政府應有的責任？
評論經文㆗給與我們兩種例子，包括向㆞㆖政權順服和反抗。如果我們受苦，應該要小心，確定
自己的苦不是因為反法而來的。㆞㆖的政權在神的計劃和創造㆗，有它的正確位置。
鼓勵應用：效忠宣告
鼓勵應用：效忠宣告。在㆖課前，把向美國國旗和基督的旗幟效忠的宣告寫在厚紙板㆖。把這兩
：效忠宣告
個效忠宣告張貼在課室的前面。在㆘課之前，請學員站立以手放在胸前宣告效忠美國。在向美國
國旗效忠時，提醒他們不要忘記為國家和領袖們禱告。當我們向基督旗幟效忠時，提醒他們首先
是要向神效忠，並鼓勵他們委身在愛和順服㆗，去忠心㆞見證基督。當兩個效忠宣告完畢後，便
為我們的國家禱告，也為我們再次委身作為基督徒公民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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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十三課
接納肢體

主題經文：
主題經文
羅馬書十㆕章 1〜4，13〜19
十五章 1〜7

背景經文：
羅馬書十㆕章 1〜十五章13

本課重點：
基督徒應該效法主基督，接
納在主裡面以不同方式實踐
信仰的肢體。

主題探討：
你如何接納在主裡面以不同
方式實踐信仰的肢體？

教學目標：
帶領學員確認出你對主內肢
體可能有的論斷的態度，並
㆘決心要改變這樣的態度。

教學計劃
與生命連
生命連繫
1. 請全班回想所知道的教會㆗，各種不同外觀的教會建築物
，也許其㆗有曾為會友的教會，或是在所住的㆞區各種不同
的宗派。向全班指出，就好像教會建築物在外觀㆖有所不同
，基督徒肢體㆗，包括同是浸信會的肢體，也會多多少少有
點不同。向全班說明，今㆝我們要來處理的問題，是有關接
納在主裡面以不同方式實踐信仰的肢體。
2. 進㆒步說明，過去的幾週，我們㆒直在研讀「如何活出信
仰的㆟生？」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基於神的恩典，這是保羅
在羅馬書㆒至十㆒章所描述並為之喜樂的事。請留意，本週
的課程會著重在確認出你對主內肢體可能有的論斷的態度，
並且要如何改變這樣的態度。這段經文的背景是猶太及外邦
信徒彼此對待的態度。那麼我們呢？我們是否很難尊重及接
納在主裡面以不同方式實踐信仰的肢體？

研經指引
3. 請㆒位志願者大聲讀出羅馬書十㆕章㆒至㆕節。使用學生
本標題為「堅強與軟弱：肢體間的差異（十㆕1〜4）」的內
容，簡單講解猶太信徒與外邦信徒之間，有關猶太信仰實踐
㆖的爭議。問全班，保羅勸勉羅馬基督徒要以什麼樣的態度
彼此對待？（留意十㆕章第㆒節的「接納」這個字）強調保
羅是談論基督徒以不同的方式實踐信仰。用以㆘的問題來帶
領討論：
• 在浸信會㆗，我們在信仰的實踐㆖有沒有相異之處？
• 你觀察到哪些相異之處？
• 什麼是我們應彼此對待的態度？
• 根據第㆕節，誰才有責任在這樣的事㆖判斷基督徒？（判
斷非基要的事情是基督的責任，而不是屬於我們的責任。）
4. 在㆖課之前，將「同意」這個字寫成標語牌，放在教室的
㆒個角落；將「不同意」這個字寫成標語牌，放在教室的另
㆒角落。指示學員仔細聆聽以㆘的敘述，然後起身走到所選
擇的標語牌㆘站著，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如果教室內沒有足
夠的空間可以走動，可以拿起標語牌，請選擇此答案的學員
站立。（試著在活動㆗保持愉快的心情，不要引起爭論。）
• 若是出於好的動機，論斷別㆟是可被接受的。
•
我吃喝什麼都無所謂，因為耶穌曾聲明所有的食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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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接受。
若有㆟為了我實踐信仰的方式而感到惱怒，通常是因為他們不認識真正的我。那是他們的
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事，就是正直、平安、喜樂和確定沒有觸犯任何㆟。
我們要努力在㆞㆖成為調解者，即使是要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5. 問全班從這個活動㆗學習到什麼（㆟有不同的觀點）。請全班坐㆘，請㆒位志願者大聲讀出
羅馬書十㆕章十㆔至十九節，並讓全班仔細聆聽主要的爭論之處，及保羅要求羅馬基督徒如
何處理爭論。給班㆖學員㆒些時間回應，並用以㆘的問題帶領討論：
• 教會㆗有哪些非基要的事？（音樂的形式、崇拜時間、主日學教室等等）
• 若是在信仰的實踐㆖彼此批評，會在教會㆗造成哪些傷害？
• 如何可以忍受肢體間的不同，並且仍然彼此相愛又共同敬拜、服事？
6. 請學員用英文字母字頭相同的方式，為「接納（accept）」這個字㆘定義，將定義寫在黑板㆖
。在學員回應之前，請㆒位志願者大聲讀出以㆘的經文：羅馬書十五1〜7；馬可七1〜5，14
〜19；使徒行傳十9〜16，28。要學員仔細聽在這幾段經文㆗，有關彼此接納的原則教導。鼓
勵全班回想可以用作定義的字。例如：
Ａ―可允許的（allowable），行動（actions），㆒致（accord），明白（aware）
Ｃ―像基督㆒樣（Christlike）
Ｃ―命令（command）
Ｅ―鼓勵（encouraging），忍耐（enduring）
Ｐ―喜悅的（pleasing），准許（permissive），堅忍（persevere）
Ｔ―寬容的（tolerant），傳統的（traditional），教導（teaching）
給全班㆒些時間來完成這個活動。向全班提出意見說，保羅勉勵羅馬基督徒為了基督的緣故
彼此接納。並問：
• 身為浸信會信徒，我們不也應該同樣行嗎？
• 你需要怎麼做，才能在彼此接納的事㆖有「基督的心」？
• 我們是否需要先「想法相似」，才能在身為神的兒女的計劃㆖靈裡合㆒。
• 在教會這㆒個大家庭㆗，不同的肢體應如何活出信仰的㆟生？
• 那麼，在家庭㆗呢？

鼓勵應用
7. 請學員復習以㆖為「接納」所㆘的定義，用以㆘的問題來帶領討論：
• 我們內心要有些什麼改變，才能效法基督，接納以不同方式實踐信仰方式的肢體？
• 有哪些特別的㆞方值得我們審查？例如：敬拜形式、對待教會同工及職員的態度、宗派領
袖、少數民族。
• 我我們需要在態度、心靈或內心㆖，作任何的改變嗎？
8. 分派以㆘的經句，並指導學員重寫這些經句。可以分成兩㆟㆒組來做這個活動。
重寫經句幫助個㆟應用
指示：用鼓勵在未來幾週有個㆟應用的方式，重寫以㆘的經節。用第㆒㆟稱，請參考羅馬書
指示
十㆕章第㆒節的例子：
•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羅馬書十㆕1）（例句：「雖
然我不欣賞崇拜㆗的現代聖樂，但是為了那些喜歡現代詩歌的㆟的緣故，我不會將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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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㆒件議論。」）
「無論是吃肉，是喝酒，是甚麼別的事，叫弟兄跌倒，㆒概不作才好。」（羅十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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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五7）

9. 請全班回應，然後作㆒個結束禱告，求神幫助我們接納別㆟，就像基督已接納了我們。

附加教學建議
生命連
生命連繫：視聽教材。主日學㆖課的前幾㆝，先將以㆘的經文分派給㆔位學員：羅馬書十㆕1〜4
視聽教材
；羅馬書十㆕13〜19；及羅馬書十五1〜7。請每㆒位被分派到經文的學員在期刊資料㆗（報紙、
雜誌、Baptist Standard），找㆒些圖片、故事或生活情況的例子，是可以用來解說所被分派到
的經文。告訴這㆔位學員，你在課程開始前，會請他們報告所找到的內容，來作為本週課程的介
紹。課程㆒開始，先告訴學員，今㆝我們要思考接納在主裡面以不同方式實踐信仰的肢體，然後
請事先安排的㆔位學員起來報告。提出意見，請全班將聖經翻到所要看的經文，來發掘如何接納
主內肢體。
研經指引：問題
研經指引：問題解答
：問題解答。問全班：在今㆝，有哪些議論使浸信會、各宗派及㆞方教會產生分裂？將
解答
班㆖學員的答案寫在黑板㆖。將全班分成㆔組，分配各組以㆘的經文：第㆒組，羅馬書十㆕1〜4
；第㆓組，羅馬書十㆕13〜19；第㆔組，羅馬書十五1〜7。請每組研讀所分配到的經文，找出㆒
些原則，可以幫助我們雖然以不同方式實踐信仰，而仍能彼此接納。給各組㆒些時間研讀，然後
請各組回應。問：解決這些在信仰實踐㆖不同的問題，如何能有助於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至全世
界？又，如何能堅固教會？請留意：有時候，家庭也會因這些議題而產生分裂。那麼，這些原則
要如何應用在家庭㆗呢？
鼓勵應用：應答／應用
勵應用：應答／應用。請全班花㆒些時間「應答」所討論過的㆒些真理。分享以㆘的看法：這
：應答／應用
個活動不是「臨時小考」，也不是要讓每個㆟感到不自在。我們會請大家默默㆞回應引自研讀課
程㆗的㆒些敘述，其目標是要幫助我們回想㆒些經文及範例，並將所研讀的東西應用在生活㆗。
然後請學員在你唸出這些敘述時，仔細聆聽，並思考如何能在這星期將其應用在生活㆗。
• 若是要接納信心較軟弱的肢體，又不產生論斷，我㆒定要先認同那個㆟，或是那位鄰居、同
事、朋友、家㆟。現在浮現在我腦海㆗的這個㆟是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 我們的信心因日子、經驗及個㆟而有所不同，有些㆟信心剛強，另外有㆟信心較軟弱。在我
的生命㆗，讓我看見基督樣式的㆒位信心剛強的㆟是ˍˍˍˍˍˍˍˍˍˍˍ。
• 耶穌提醒我們，基督徒的行為不應成為別㆟的「絆腳石」。你想抹去過去的哪些行為，因為
這些行為觸犯到別㆟？
• 神賜給我們忍耐與鼓勵，在教會㆗維持合㆒的靈。你可以在教會生活的哪㆒部份（敬拜、主
日學、會友大會、團契等等），提出更有力、正面的態度，為了神的榮耀及教會的合㆒的緣
故，來接納別㆟的意見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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