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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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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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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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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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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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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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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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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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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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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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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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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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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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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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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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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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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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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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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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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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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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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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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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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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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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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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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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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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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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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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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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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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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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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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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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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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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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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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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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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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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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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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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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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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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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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2014） 
 

歡迎大家來參加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願主的愛在我們當中洋溢開來，在
弟兄姊妹的鼓勵和關懷之中，再次從新得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主我跟祢走 

讚美之泉 10-15（D）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緊緊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蔭幽谷緊緊跟祢走  
 
開起我的眼，信心的雙眼 
看那天使天軍在身邊 
塑造我的心，謙卑地聆聽 
祢的話語深植在我心 
 
因祢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有祢跟著我我還怕什麼 
因祢已戰勝死亡，得勝君王 
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頭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讚美之泉 02-11（D） 

 
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道理 
那就是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逼迫患難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 
一生讓耶穌愛你 
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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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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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6-52）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長大成人」 

弗 4:11-16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新譯新譯新譯新譯＝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

體，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

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

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六節經文，提到三種成長，教會中所有的恩賜和職分（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

教師），都為了促成這三種長進： 
 

1. 對神認識的長進 ─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v13）我們需要在對神的認識上有所長進，尤其是對神
的兒子，主耶穌基督的認識，當我們愈認識祂，就愈能體會祂的愛，也愈能和

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v14）── 2000年前的
早期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很不成熟，祂到底是誰？經過了 400 多年的時
間，大家才一致宣告耶穌是 100%的神，也是 100%的人，祂兼具神性和人性
（divine nature & human nature）。 

當時初代教會對主耶穌的認識，有二類比較大異端，ㄧ個否認耶穌的神性，另

一個否認耶穌的人性： 

���� 否認神性的異端 

否認神性的異端，如當時許多猶太教徒， 今天的摩門教或耶和華見證

人，他們只接受基督的人性，不承認祂永恆的神性，也不相信祂從永遠

到永遠是神。若是這樣，就大大削弱了耶穌因為愛而從神的尊位上進入

世界的那種犧牲：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祂放棄了天上尊榮的地位，來到世界，這一切都是為了愛。 

���� 否認人性的異端 

另一個最大的異端是幻影派（Doce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 

在早期教會歷史中，幻影派非常流行。這派思想源於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受當時希臘哲學影響，認為所有物質都是邪惡的，只有
靈是善的、是永恆的，神是一個靈，聖潔至善，永恆不變，所以至善的

神不可能有物質的身體，因此幻影派提出一個說法，認為耶穌並沒有真

正的肉身，人所看見的耶穌，只是一個影子。而耶穌在世的活動，不管

是傳道、醫病、趕鬼，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幻象而已。 

針對這種異端，使徒約翰特別在書信中加以澄清：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約壹 1:1）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約貳 7） 

 幻影派異端思想，抹煞了耶穌在地上所受的痛苦，既然是幻影，就沒有

真正的痛楚。粉碎了基督為愛我們而走向殘酷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犧牲，

是一個很可怕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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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成肉身的恩典 

� 要真正認識主耶穌，就要抓住這二個重點，祂是 100%的神，卻為
了愛我們，道成了肉身來到世上；祂又是 100%的人，會餓、會
哭、會痛，卻為了愛我們真實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痛

苦。 

� 道成肉身的恩典，是個深刻的真理，祂拯救又牽就我們，主動走進
墮落的世界，當我們對主耶穌的認識不斷長進，就會更感謝祂，更

愛祂，也會自然效法祂這種「道成肉身」的愛，行事為人都以耶穌

的愛為出發點。 

2. 愛中行事的長進 ─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v15） 

���� 成長，進入基督裡 

� 「連於連於連於連於元首基督」應作「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元首基督」── 我們在凡事上要成
長，而且是成長進入基督裡（“Grow up” & “into Him”） 

� 「任何人都會變老，但不一定都會長大」，我們可能信主多年，雖
然知識，恩賜都成長了，但是卻沒有進到基督裡面，還落在肉體

中。 

� 我們如果是基督的門徒，就要操練「道成肉身」的愛，為了使別人
得益處，我們願意犧牲 裁剪自己，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來幫助

他 配偶或家人不信主，你如何幫助他？不是給壓力、責備，而是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你信主以後，配偶有沒有覺得也蒙了祝福？ 

���� 「用愛心說誠實話」── 這是「道成肉身」在生活上的實踐。 

� 「說誠實話」原來的意思是說出真理。如何能說出真理，又傳達愛
心，非常不容易，因為愛和真理常常彼此相對。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
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耶穌本身就
是真理，祂說話行事都在真理之中，但是祂卻用愛包裝真理，讓人

能容易地接受。好像包裹糖衣的藥丸，讓人樂於接受。 

� 耶穌被釘死後，門徒都離開祂，然而祂復活向眾門徒顯現時，第一
句話卻是「願你們平安」，當時多馬不在場，他不信耶穌復活了，

因此耶穌再次顯現，第一句話仍是「願你們平安」。後來祂清晨在

提比哩亞海邊向門徒顯現，第一句話是「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他還為門徒們預備了早餐（約 21），祂先照顧門徒的需
要，門徒被愛到了以後，才談事情  

� 我們若要幫助別人，行在真理當中，就一定要懂得如何用愛除去對
方心裡的自我防衛，對方才會聽你要說的話。 我們若要糾正別
人，一定要先愛別人，否則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規勸別人。所

以你規勸之前，先問自己，我愛他嗎？我有為他禱告嗎？ 

3. 教會身體的長進 ─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

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v16） 

���� 恩賜配合需要忍耐 

� 第三種長進，特別指教會整體的增長，當每個肢體都按著耶穌的方
式來愛人，並且發揮自己的功能，大家都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配

搭，彼此相助，彼此包容，並以恩慈相待，就能把教會建造起來

「在愛中建立自己」，教會若沒有愛，就不能被建造。 

� 當每個弟兄姊妹都操練「道成肉身」的愛，憑愛心說造就人的真
理，用鼓勵代替論斷、譴責，讓周圍的人能喜樂的成長，這就是一

個健康的教會 就會成長 所傳的福音才有見證、有力量。 

結論﹕ 

今天我們學習到在三方面長進： 

對基督認識上的長進，體認「道成肉身」的愛 

每個人言行上的長進，行出「道成肉身」的愛 

教會整體漸漸的長進，傳楊「道成肉身」的愛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 本週分享：    

１. 從講章中，列出有關基督耶穌的真理。你對此真理有什 領悟和回應？ 

２. 你有過在愛中說誠實話的成功經驗嗎？ 

３. 對教會長進方面，弗 4:16 中，教導我們些什 關鍵性的真理？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家庭守歲營將於 12/31 在教會舉行，請預留間參加，並歡迎當晚在教會住宿，

新年清早在附近社區行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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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