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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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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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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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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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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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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方舟浸信教會方舟浸信教會方舟浸信教會方舟浸信教會 3G3G3G3G 小組聚會材料小組聚會材料小組聚會材料小組聚會材料 Page 1/2 

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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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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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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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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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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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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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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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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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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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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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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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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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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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方舟浸信教會方舟浸信教會方舟浸信教會方舟浸信教會 3G3G3G3G 小組聚會材料小組聚會材料小組聚會材料小組聚會材料 Page 2/2 

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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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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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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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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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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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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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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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week of 11/15/2015） 
 

歡迎來到本週的 3G 小組聚會，在今天的聚會中，願神與我們同在，讓我們
的愛心更加提升，信心更加堅穩，喜樂也愈發加增。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因祂活著    
新 170 (Bb) 

 

因祂活著 

我能面對明天 

因祂活著不再懼怕 

我深知道祂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 

只因祂活著 
 

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獻上感恩    
新 327 (G) 

 
獻上感恩的心 

歸給至聖全能神 

因祂賜下獨生子 

主耶穌基督 

如今軟弱者已得剛強 

貧窮者已成富足 

都因為主已成就了大事 

感恩，感恩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不超六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善
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羅 15－林前 5） 

�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三種好債    

經文﹕羅 1:13-15；13:8-10；15:25-27 

過去二週教會的靈修進度是羅馬書。保羅寫信給在羅馬的弟兄們時，特

別提到三種「欠債」，所欠的不是財務上的債務，而是在ㄧ些重要的事情

上，他覺得做的不夠，心中一直感到虧欠，而這種虧欠的感覺，就激勵他更

多地投入在這些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三種「好債」，因為愈還這些債，生命

就愈加提升，神的心意也就愈滿足。 

1. 欠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

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

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3-15） 

 

保羅的一生，以傳福音為目標，他到處傳道，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他

總感覺在傳福音的事上有所虧欠，如同欠了福音的債，對他而言，每個未信

主的人都是他的債主，要把福音傳給他們，好像還債一般了結心願。觀察保

羅的一生，我們看到他不僅努力傳福音，而且他把握各樣的機會，也善用各

樣機會，在禁卒面前，甚至在巡撫官員面前，照樣大膽傳福音，述說個人見

證。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後，回到耶路撒冷，旋即被捕，先被公會審問，

後被猶太巡撫腓力斯審問，又被繼任的巡撫非斯都審問，最後被亞基帕王審

問，保羅每每在被審問的時候，無不抓住機會為主作見證，甚至把衙門變作

講台，從被告變為傳道，放膽傳講，極力見證，講到後來連那些主持聽審的

巡撫和分封王都害怕起來： 

「保羅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

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來。」（徒 24:25）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或作：你這樣

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徒 26:28） 

後來基帕王要釋放保羅，他總算得以重獲自由，沒想到保羅卻不願就此

被釋放，而堅持要繼續上告該撒皇帝，他想找機會在皇帝面前傳講福音，為

福音辯護，把福音帶到羅馬。因為他是羅馬公民，有權作如此選擇，因此就

被當成囚犯押解到羅馬，當中還碰到船難，險些喪命。後來他有機會在羅馬

傳福音，足足二年的時間，在自己租的房子內向所有來探訪他的人傳福音，

並沒人禁止，並且寫成監獄書信，激勵了許多弟兄姊妹。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時寫成羅馬書，其中提到－「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

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這裡的「我都欠他們的債」原意

是「向他們我作了欠債者」，保羅以欠債者自居，所有未信的人都是他的

「債主」。 

我們對福音有「欠債」的感覺嗎？看到未信的人，我們會覺得欠他們福

音嗎？若是欠人錢，我們會立刻想辦法還清，否則會心神不寧，然而福音關

乎永恆的生命，比金錢更重要，我們都應該以福音的欠債人自居，努力傳揚

福音。 

2. 欠愛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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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

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

了律法。」（羅 13:8-10） 

 保羅提到第二種欠債，是關於彼此相愛，在與人相處中，要ㄧ直覺得愛

人不夠，好像「虧欠」、「欠債」一般（此處「虧欠」為動詞），ㄧ直欠，

又一直還，ㄧ直還，卻還一直欠，永遠在ㄧ個無止盡循環裡；這是一個正向

的循環，一種好債，因為愛是沒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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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文 5-7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

良心…」論到順服有二個層面，「…因為刑罰，…因為良心」。論到愛，出

於順服，也有這二層，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層愛，是最深層的愛，也就是

「愛人如己」的那種愛。 

第一層的愛是因懼怕刑罰而愛。律法規定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加

害與人…，否則要受刑罰，我們因怕被刑罰，所以不得不去愛。還有另一種

是因為外面的利誘，當我們愛人可以得甚麼好處，或好名聲、或其他獎勵，

因而逼使我們去愛，如此，雖有愛的行動，其實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以上無

論是趨利或是避害，凡被外面的環境所趨使的愛，都屬這一層面。 

第二層的愛是因良心而愛。神造人時在我們裡面放了「是非之心」（羅

2:15），當我們不愛人的時候，良心會不安，為避免良心受譴責，所以我們

去愛人。我們的良心會告訴我們應當該做甚麼，我們盡完了當盡的義務，良

心過得去就好了。這是一種消極的愛，如同盡義務ㄧ般，毫無熱情可言。 

第三層的愛是真愛，是「愛人如己」的愛，愛人如同愛自己一般，出自

真情、積極主動、無需思考、也沒有其他動機，這種愛是沒有止盡、沒有底

的愛。當我們所親愛的家人遭遇災病時，我們會擔憂，甚至失眠，為對方難

過，這是愛的自然流露，是真愛的結果，不是出於律法的規定，也不是因為

怕良心不安所以強迫自己去悲傷。一切都是發自內心，這是真情之愛。 

對我們所親愛的人，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流會露出「愛人如己」的真愛，

但是對於周圍不太親密的人，或是那些不可愛的人，甚至我們的對頭，就很

難達到「愛人如己」的地步。因為這種愛是人所沒有的，這種愛只有從神而

來。主耶穌愛罪人，甚至愛詆毀祂、否認祂、刺傷祂的人，最後為他們捨

命，這是真正的愛。我們想要得到這種愛，惟有向神求，因為聖靈所結的果

子，第一個就是「仁愛」，而聖靈最大的恩賜也是愛，因此我們要向神禱

告，求神把這種真情的愛、無私的愛放在我們裡面，使我們能對不可愛的人

「愛人如己」。 

「仁愛」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神要在我們身上工作，以便結出真愛的果

子。求神把一個「虧欠」的感覺放在我們心中，常常向周圍的人顯出愛心的

行動── 一顆真誠、沒有私心、主動而自然流露的愛心。 

3. 欠幫補的債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

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

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

們。」（羅 15:25-27） 

 第三種「好債」，就是在關懷、幫補人的事上，覺得虧欠。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幫助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保羅說雖是他們所樂意

作的，更可算是還他們從以色列人得屬靈好處的債，因為福音是從耶路撒冷

而出，所以外邦人理應回報耶路撒冷的聖徒，照應他們的需要。 

在神的家中，我們也應當互相關懷、彼此幫補，看看周圍的人有甚麼特

別的難處或需要，弟兄姊妹可以用金錢或物資來幫補、用禱告來支持、用探

訪來安慰、用實際行動來幫助，這些都在神的眼中看為寶貝。當我們互相幫

助，彼此安慰，神的家中必然充滿愛和溫暖，不只能吸引許多未信的人來到

教會，也能讓神的心意得著滿足。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的行動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你怕欠債嗎？欠債的感覺如何？ 

２. 未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債主，你對此有甚麼回應？你覺得向

未信者欠了福音的債嗎？ 

３. 一般人的愛心有多廣？有多深？你是否羨慕主耶穌那種超凡的

愛？如何能得著這種愛？ 

４. 你是否曾接受別人的幫助？感覺如何？仔細觀察周圍，你看到

人們的需要嗎？請分享。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    
請組員們互相代禱： 

1. 分享生活中的需要，並彼此代禱。 

2. 為小組興旺禱告（靈命愈趨成熟、小組更加發展）。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11/25 週三晚上 7:00在教會將舉行一年一度的感恩節火鍋餐會，請
儘快報名。 

2. 聖誕節晚會將於 12/12週六晚上 7:00舉行，每週日午餐後有各項節
目練習及詩班練唱「哈利路亞大合唱」。歡迎參加。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