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ICTV 主日学 9-11月

福音如何塑造社群



路加福音 6:

32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
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33你们
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
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34你们若借给人，
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
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 一般的群体，一般人的品行
• 互助，互换，礼尚往来，对等

o理解，期待

o类似的背景

o建立关系



v有私心 –打小算盘
v显示不了神的荣耀和�的福音

v有难处时，关系僵硬

v环境的变化



35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

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

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

恶的。 36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连接到终极源头
永恒的爱
永恒的怜悯
永恒的饶恕

无限慈爱
无限善良
无限慷慨
无限怜悯



• 思考：
• 基本上的改变
• 重新定义罪

• 重新定义关系—人和人；我与神



秘密百万富翁



福音就是：

我们自身的罪恶和残缺

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而与此同时，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爱和得接纳

也是超乎我们所渴望。
“The gospel is this: We are more sinful and flawed in ourselves than we ever dared believe, yet at the very 
same time we are more loved and accepted in Jesus Christ than we ever dared hope.”～Timothy Keller



• 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10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 Rom 12:9 9 Let love be genuine. Abhor what is evil; hold fast to what is good.10 Love one another 

with brotherly affection. Outdo one another in showing honor.

Outdo =超越，胜过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箴言19:11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 10:10

你会说你正在经历耶稣来给予的

丰盛生活吗？

还是你发现自己只是存在，应对，

生存或挣扎的边沿？



• 自由
• 喜乐
• 满足
• 恩典
• 感恩
• 平安

• 疲乏
• 失望
• 绝望
• 害怕
• 困惑
•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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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瘾的原因
• 障碍
• 信念





福音如何塑造社群

觀念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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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六章32至36節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
就是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若善待那善待
你們的人，有什麼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
樣行。你們若借給人，指望從他收回，有什麼可
酬謝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要如數收回。

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
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
高者的兒子，因為祂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
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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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課，我們看到社群暴露出我們的罪，迫使 我
們更深信靠基督和聖靈的大能，為我們的生命帶來
所需要的改變。在這一課，我們要探究福音如何推
動 我們進入更深度的社群。所謂「更深度」，是指
持續以信靠耶穌和福音的應許所得的好處，使自己
的人際關係得就造，比如:日漸增長的信任、敞開、
謙卑、 服事、受教和盡責的心，藉此活出屬神的性
格和神對 人際關係的旨意(我們仍然操練相同觀念，
只是從不同角度討論而已)。

在閱讀本課之前，本課目標是將福音的應許運用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從一開始，先停下來問自
己:「是什麼讓我不能經歷更深度的社群?」看看下
列回答，哪一個最接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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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追尋那種社群時，讓我們回到前面幾段你所認出的
障礙，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那暗藏底下的原因是什
麼? 

• 別把「暗藏底下的原因」解讀成佛洛伊德的學說─ 
我們無意慫恿你發掘塵封已久的童年往事(除非你需
要)，而是把「暗藏底下的原因」看作是醫學上的診
斷:那隱含在症狀底下的原因是什麼?由什麼引起?它
顯示出什麼不信的核心問題?耶穌說過: 

•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路加福音
六章45節)所以這些「有關障礙的控告」─ 這些對社
群的抗議─ 顯露出在表相底下、在我們內心深處更
深度的障礙。以下兩方面問題可供你透徹思考: 



• 虛假的信念:我把什麼關於神、自己和別人的
錯誤觀念(謊言)當作真理來相信? 

• 虛假盼望或虛假信任的源頭:有什麼「假神」

是我內心正在盼望、信靠和依賴的?

有什麼是令我感到快樂、滿足、自得的?

(文化上常見的幾個偶像包括:權力、認可、掌
控、舒適、尊敬、成功、安全。) 



以下是兩個可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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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麻煩別人」
那暗藏底下的原因是什麼? 

1. 虛假的信念: 

• 關於神 : 我大概會帶給神很多的不便。

• 關於自己 : 我不值得別人花時間和注意力在我身上。

• 關於別人 : 如果我「需要」別人，他們大概會厭棄或怨恨
我。我曾被惹火過，不想再受到這樣的痛苦。



�	��������
����

2. 虛假盼望或虛假信任的源頭: 

• 不讓別人覺得我會帶給他們麻煩，或不讓別人覺得

我要求很多，我會很高興。我相信那個叫「認可」

的假神(我不想讓人看成是很需要被關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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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改:轉離那些你已認出的謊言和假神。懇求 神教導你
怎樣回轉歸向祂。承認罪與自私使你不信，其實是在關
係上拒絕了你在天上的父，祂愛你，要把最好的給你。

• 相信:回轉歸向耶穌和祂的福音的大好消息。
第一，相信耶穌已經為你的罪與不信受死，重新接受祂
的饒恕。

第二，相信福音已賜下所有自由的真理:耶穌為社群救贖
了你並呼召你進入社群;耶穌使你自由敬拜祂(而非自己
或 別人);祂賜下聖靈，使你順服。請注意，聖經裡的
「相信」不是認知上的，而是刻意「住在」基督的真理
中，以喜樂與順服的心持續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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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改和信心─ 回轉歸向神，在愛裡走出來─並不是單一事
件，更像是舞蹈的基本舞步，伴隨著歡快優美的節奏，一
遍又一遍重複著。就是這樣，福音能建造出更深度互動、
更活潑的社群。

• 聖經呼召我進入社群。當我試著順服呼召、親近人群時，
我會遇到內心的障礙，不能像神愛我那樣去愛別人。這些
障礙顯示出:我比自己想像中更有需要、更破碎，罪更深重!
我的本能反應是不理會、迴避或為內心的破碎找藉口。但
耶穌邀請我承認我的罪，以悔改、信心和敬拜回轉歸向祂。
當我這麼做時，我就被改變了。我開始看到自己每時每刻
都這麼迫切需要信靠神(開始領受益處)。我開始信任阿爸
天父愛我，相信祂會把最好的給我。我也得到自由，能愛
其他人了─ 我的信心在愛別人的行動中實現了。



這裡用「我」和「個人」，還是很容易誤導。當我尋
求耶穌時，這並不是自己單方面的過程，所有事情都
發生在社群中。我需要別人幫我指明我的罪，引領我
走向福音，而別人也需要我為他們做相同的事。 社
群照亮了我，使我看到自己改變的需要，我需要在社
群中一次又一次經歷悔改、相信、敬拜和愛，而不只
是單打獨鬥，追尋「耶穌和我」的個人關係。

到底健康、活潑的基督徒社群看起來像什麼? 如何避
免膚淺又流於表面的社群? 就是誠實、掙扎、相愛、
失敗、信靠耶穌、彼此認罪悔改、彼此饒恕、以他人
優先，幫助彼此定睛仰望十字架。以福音為中心的社
群，就是這麼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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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中
祷告和敬拜

操練真關係



• 破除虛假信念、虛假盼望、虛假依賴的解藥就是敬拜。在聖靈
和真理裡敬拜神，我們的心就不會被虛假的信念和偶像所吸引。
所以，當本週學習結束時，我們要確實花些時間一起禱告與敬
拜，聚焦在神的真理，不再放屬靈假期而被虛假的東西吸引。
我們要成為真實活出福音的社群，而不只是空談而已。

• 以下是我們打算做的:
開始時，從下列經文挑選一段，請一位成員大聲朗讀:

• 詩篇25篇

• 詩篇103篇

• 以賽亞書55章

• 馬太福音六章25至34節

• (任何足以彰顯神的美善、恩典和能力的經文) 



• 以大聲禱告、敬拜讚美神作為對這些聖經真理的回應。
• 如果你已經認出自己內心虛假的信念和假神，準備好回轉
歸向神，請在禱告中放心進行。你可以為自己的不信和偶
像認罪悔改，向神表明你想超越這些事物去敬拜祂、順服
祂的渴望。

• 如果你仍在處理內心障礙社群的心理動力，請呼求聖靈在
這些事上光照你。

• 在社群中練習，而不是個人私下進行。仔細聽別人說的，
與他們一起禱告，並為他們禱告。懇求神賜給你話語。聖
靈會引導你禱告或閱讀相關資料來服事他人。你甚至可以
將訓練具 體化，比如當你為他或她一起禱告時，可以攜
手、同跪或按手在他或她身上。在西方文化這些事情會令
人「尷尬」嗎? 當然。但這麼做符合聖經、美好又恰如其
分，有助於對付我們面對社群的障礙。



• 這項操練的目的，是要幫助我們一起把心回
轉向神，喚醒對祂更深刻的愛。

你準備好了嗎?要開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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