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實踐小組網絡
在教會中實踐『愛』的生活、學習真理、

傳揚福音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的理念與功能

•以委身為基礎，在小組中藉著分
享、參與、關懷、神話語的教導
和學習、同心禱告，使人信靠基
督，經歷耶穌基督改變生命的大
能，成為有異象的門徒，見証基
督，起來服事，建立成熟的教會。



12人一組 正副組長 唱詩禱告

細胞分裂 見證分享

合組團契 主題造就 福音信息



小組網絡教會 傳統教會

活動場所 信徒家中 教堂內

身分認知 信徒皆祭司 聖職與信徒區分

生活聯繫 全面聯繫信徒 信徒無明確聯繫

責任限度 成員加入建造
生命、無限承擔
責任

信徒無明確聯繫

牧養服事 所有信徒皆參與
牧養與服事

只有牧者負責牧
養



正副組長 組員

1. 在學習神話語中成長 1. 已信主的人：主動參與小
組，不再作獨來獨往的信徒

2.在學習關懷組員中成長 2. 在小組中學習作耶穌基督
的門徒

3.在學習禱告和為組員代禱
中成長

3.在小組中學習神的話，一
起禱告，經歷團契分享的生
活

4. 在與牧師及各組長同工和
團契中成長

4. 末信主者：
透過參與小組，經歷耶穌基
督給予的豐盛的生命



牧師與正副組長
牧師 正副組長

1. 每兩個月與正副組長聚會：
禱告、關懷、團契、建立隊
工

1. 委身基督，委身教會、委
身小組、委身組員

2. 討論、提供主題信息材料 2. 與牧師及各正副組長並肩
努力，建立基督的身体

3. 與正副組長檢討、計劃小
組方向、進度

3. 學習以及在小組中傳遞主
題信息

4. 使各小組正副組長團結一
致，建立基督的身体

4. 關懷以及為小組組員代禱



小組網絡的實踐：明年計劃



‘‘主題造就’’ ：整全的門徒造就

I. 在信仰真道上彼此認識 II. 救恩之道

1. 得救見證分享 (1) 7. 創造與托主萬有的主

2. 得救見證分享 (2) 8.罪是什麼？今日人的困境

3. 得救見證分享 (3) 9.公義與慈愛的神

4. 得救見證分享 (4) 10. 天堂與地獄

5. 得救見證分享 (5) 11. 十字架的道理

6. 得救見證分享 (6) 12. 悔改&信心：領受救恩的管道

明年目標：整個教會參與小組



‘‘主題造就’’ ：整全的門徒造就

III. 新造的人 IV. 屬靈操練

13. 神的名字 21. 舊約書卷淺釋 (I)

14. 耶穌的名字 22. 舊約書卷淺釋(II)

15. 洗禮真義 (I) 23.新約書卷淺釋(I)

16.洗禮真義 (II) 24. 新約書卷淺釋(II)

17.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25.靈修讀經 (I)

18.運用信心、面對考驗 26.靈修讀經 (II)

19.愛的真諦、愛的實踐 27. 禱告的生命 (I)

20.全人奉獻、為主所用 28.禱告的生命 (II)



‘‘主題造就’’ ：整全的門徒造就

IV. 屬靈操練 V. 教會與我

29.讀屬靈書與屬靈人同行 36. 教會的真理: 根源/畫像

30.苦難的操練: 雲彩見証 37.教會的真理: 領袖與建造

V. 工作與家庭 38. 敬拜真義

31. 牧愛伉儷 (I) 39. 聖餐禮真義

32.牧愛伉儷 (II) 40. 教會的禱告

33. 工作與靈命 (I) 41. 信徒皆為祭司的事奉

34. 工作與靈命 (II) 42. 十一奉獻？

35. 靈命成長計劃 43.教會的勸誡 (Church Discipline)



‘‘主題造就’’ ：整全的門徒造就

VI. 投身宣教的教會 VIII. 其它宗教

44. 大使命與大忽略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the 
Great Omission

50. 猶太教

45. 求莊稼的主 51. 回教

46. 小組佈道計劃 52. 天主教

47. 宣教奉獻 53. 東正教

VII. 終極論 54. 佛教

48. 主再來的景像 55. 異端：耶和華見証人

49. 復活的盼望 56.異端：摩門教



II. 示範（ 1）：“ 7. 創造與托主萬有的主”
經文: 使徒行傳 17:16-34
•1. (Hook) 從前你有沒有想到這宇宙萬物包
括你自己是怎麼來的？那時候你是怎樣
思想的？請分享。

•2. (Book) 今天似們嘗試看保羅怎樣把創造
的介紹給雅典人。？讓我們看看他的講
論可以給我們什麼答案。請一起看使徒行
傳17章16-34節。
•一起讀這段經文
•讀完後再給兩分鐘讓每個人自己讀。
提醒他們小心觀察。



• 3. 保罹是什麼人？組長簡單介紹一
下。
•參考徒9:1-22記載有關他的改變：
從逼迫耶穌到成為使徒
•這是保羅第二次的宣道旅程。

• (1st) 徒13:1-15:35 (AD 47-51)

• (2nd) 徒15:36-18;22 (AD 51-54)

• (3Rd) 徒18:23-21:16 (AD 54-58)



• 4. (Look)這段經文那裏提到保羅在雅典
的心情？ 為什麼保羅有這種心境？
（ 組員大概會注意到16 節） 這種心情
推動他做什麼？

• 5. 經文記載保羅與什麼人辯論？
•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 ： 虔敬
的人是指那些對猶太教發生興趣但還未
完歸入猶太教的外邦人。
•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
•伊壁鳩魯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
： 是當時兩個希腊哲學學派。 （其思
想見附頁）。



•6. 這些人與保羅辯論些什麼？他們後
來把保羅帶到什地方辯論？
•亞略巴古：Mars Hill，是當時有名
的地方，人們在那裏仲裁有關宗教
和道德的事。
•為什麼保羅傳講耶穌與衪的復活？
其實這與他親眼見過復活的耶穌有
關，從此他便知道耶穌是彌賽亞，
是復活的救主。

•7. 保羅被帶到亞略巴古之後，他向他
們傳講的是什麼？保羅傳講的神是位
怎樣的神？



•8.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
」(17:28)是什麼意思？
•9. 保羅傳講創造萬物的神，衪與我們有何
關係？

•10.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
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
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你認
為這個人是誰？



•11. (Took) 人為什麼會被審判？這個
將會審判世人的耶穌，衪有何特殊的
身份？

•12. (Took) 如果你一天站在耶穌面前被
審判，你會對他說什麼話？

•13. (Took) 透過保羅的傳道，你對上帝
和耶穌有何認識？你會怎樣回應祂？



小組組員回家後的功課

•1. 請思想/默想以下經文對你的意義：

• [徒17:26]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註：“本”有古
卷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
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 [徒17:27]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 [徒17:28]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
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小組組員回家後的功課：

•2. 請思想你過去如何經歷這句話：『我們生活、

動作、存留，都在乎他。』

•3. 下次參加小組時這分享(1) 與(2) 的功
課。



呼籲：請報名參與明年的小組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