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樣的教會 (IV)
彼此交接的生活 (續)

使徒行傳 2: 41-47



• [徒2:41]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
，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徒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
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 [徒2:43]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
蹟。

• [徒2:44]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 [徒2:45]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給各人。

• [徒2:46]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
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 [徒2:47]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不一樣的教會：根源

• 1. 使徒傳講耶穌復活的信息

• 2. 聽眾扎心悔改

• 3. 聽眾受洗作耶穌的門徒

• 4. 聽眾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不一樣的教會：維持與增長

• [徒2:41]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
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 [徒2:42]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
此交接，擘餅，祈禱。

•『 …恆心…彼此交接…』



I. 初期教會彼此交接的深度和廣度

『 …恆心…彼此交接(κοινωνία) …』

A.『彼此交接』 (κοινωνία) 的意義：

• 1. association 連繫, communion 相交, 
fellowship團契, close relationship密切的關係

• 2. generosity 慷慨, fellow feeling 同情共感

• 3. participation 參與, sharing 分享



I. 初期教會彼此交接的深度和廣度

•B. 『彼此交接』 (κοινωνία) 的景象

• [徒2:44]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 [徒2:45]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給各人。

• [徒2:46]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
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I. 初期教會彼此交接的深度和廣度
•C. 『彼此交接』 (κοινωνία) ：分享基督，
分享神的真理 /話語

• [約一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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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約一1:2]（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
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
遠的生命傳給你們。）

• [約一1:3]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
們與我們相交/κοινωνία 。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
耶穌基督相交 /κοινωνία 的。

• [約一1:4]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
足。



I. 初期教會彼此交接的深度和廣度

• 在遵守使徒教訓/ 分享神話語中有彼此交接

• 在擘餅敬拜中有彼此交接

• 在一起祈禱中有彼此交接

• 在分享有無中有彼此交接

• 在傳揚福音中有彼此交接

• 在分享真理經歷中有彼此交接

• 在分擔重擔中有彼此交接

* 在彼此相愛中彼此交接



II. 具體行動：建立『生命小組』網絡

• 我在基督教教育方面的背景：

• 在1983年進入神學院以前，研讀基督教教育學家 Lawrence O. 
Richards 的著作：

• Theology of Church Education 《教會教育神學》
• Theology of Church Leadership 《教會領袖神學》
• Theology of Personal Ministry 《個人事工神學》
• Theology Children Ministry 《兒童事工神學》
• Creative Bible Study 《創意聖經研讀》
• Creative Bible Teaching 《創意聖經教學》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小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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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小組聚會內容：結合敬拜、
造就、分享(互相扶持) 代求

時間 內容 負責人

7:30 – 8:00 敬拜、唱詩、
祈禱

副組長、組員

8:00 – 8:40 ‘‘主題造就’’ 組長、副組長

8:40 – 9:10 分享 組長、組員

9:10 – 9:30 代禱：互相代求、
為教會代禱

組長、組員

每兩個月
一次

合組聚會：聚餐、
分享、特別信息

三個小組輪流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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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教會 (IV)
彼此交接的生活 (續)



跟進：昨天的小組長訓練

•獲益良多：小組的概念、組長的事
奉與委身



提醒：
小組教會不一定要走靈

恩教會的路



提醒：小組教會不一定要走靈恩教會的路







I. 彼此交接的實踐：明年計劃



‘‘主題造就’’ ：兩年整全的門徒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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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整全的門徒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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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整全的門徒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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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整全的門徒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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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交接的精意：愛與真理



A. 彼此交接的精意：愛

•『愛』 是『給予』
• To love is to give

• [約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
• “For God so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B. 彼此交接的精意：為真理去愛

• [約二1:1]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
（註：“太太”或作“教會”。下同）和她的
兒女，就是我誠心所愛的；不但我愛，也
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

• [約二1:2]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
存在我們裡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 [約二1:3]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
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
同在！



結語：人人參與小組的挑戰

•學習『彼此接待』的功課：在其中學
習愛與真理

•經歷『彼此接待』的祝福

•讓參與小組成為你不可或缺的教會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