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家中的聚會
經文:徒 2:41-47; 20:17-20; 16: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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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徒20:17]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
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

• [徒20:18]他們來了，保羅就說：“你們
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
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

• [徒20:19]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
，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

• [徒20:20]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
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
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
們。



• [徒16:12]從那裡來到腓立比，就是馬其頓
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駐防城。
我們在這城裡住了幾天。

• [徒16:13]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
邊，知道那裡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
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

• [徒16:14]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
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神
。她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心，叫她留心
聽保羅所講的話。

• [徒16:15]她和她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
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註：或作
“你們若以為我是忠心侍主的”），請到我
家裡來住。”於是強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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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教會 小組網絡教會

活動場所 教堂內 信徒家中

身分認知 聖職與信徒區分 信徒皆祭司

生活聯繫 信徒無明確聯繫 全面聯繫信徒

責任限度 信徒無明確聯繫 成員加入建造
生命、無限承擔
責任

牧養服事 只有牧者負責牧
養

所有信徒皆參與
牧養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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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信息與三一教會的小組



I. 我們在小組中學習敬拜與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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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我們在小組中學習敬拜與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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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我們在小組中學習神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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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我們在小組中學習神的話

[徒20:20]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
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
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
教導你們。



II. 我們在小組中學習神的話

[瑪3:16]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
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且有紀念
冊在他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
思念他名的人。



III. 我們在小組中學習分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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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我們在小組中學習分享的生活

• [徒16:14]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
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
拜神。她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心，叫
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

• [徒16:15]她和她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
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請到
我家裡來住。”於是強留我們



• [徒16:15]她和她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
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請到我家
裡來住。”於是強留我們 (“and she 
prevailed upon us.”)

• Ben Witherington III,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 Socio-
Rhetorical Commentary, p. 493: 

• “Here as elsewhere, Luke connects spiritual 
dispositions to the disposition of possessions. 
Lydia’s generosity of spirit suggested the 
genuineness of her faith.” 

•翻譯: 『在這裡,一如在其它文一樣，路加把屬
靈的傾向與使用財物的傾向連繫起來，呂底亞
的慷慨說明了她的信心的真實。』



小組網絡的實踐：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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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有76人報名

2019小組安排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組長 陶文星
/

王立濤

袁紅星/

宋雲鵬
邵立兵/

魏毅
錢家雋/

葛小晉
孔輝/

寧雅仙

聚會地
點

家裡 家裡 教會/家裡 教會/家裡 教會

日期/

時間
星期五
晚

2次星期
五,

2次星期
六

3次星期五

1次星期六

3次星期五

1次星期六

星期五

晚上8:10

晚餐 Potluck Potluck on

星期六
Potluck on

星期六

Potluck on

星期六



第一組: 陶文星／王立濤 (12人) 通訊 備注

王立涛 /刘庆彤

徐亚平

王青

江天 (Tina Jiang)

胡蓉

蒋亚林

陶文星

高红梅

譚新紅
王中言

康华



第二組: 袁紅星/宋云鹏 (17人) 通訊 備注

石小岑(David)

丁莉(Lily Ding)

刘勇 / Fion

Sam / Penny

趙美玲(Helen Li)

李訓祈(ALBERT)

葉新榮 (Jimmy)

缪秀芳 (Julie)

袁紅星

郑媛

雷洁

宋云鹏

张春丽

朱曉斌

楊翌芃



第三組: 邵立兵/魏毅 (13人) 通訊 備注

Albert Yu

王磊(Rock Wang)

盧文(Wendy Lu)

任扈芳(Teressa Ren)

杨麟

常青/李静

萧东方

董林

邵立兵

郑沛枢

魏毅

罗红

王秋楣(Connie)

韦楠(Nancy)



第四組: 錢家雋/葛小晋 (13人) 通訊 備注

明明 (Agis)

倪中伦

廖海雁

张振芳

李伟中
可以开放家庭

陈渝芳

王桂霞

王玉 Amy

葛小晋

赵良华

Sheila

錢家雋

汪佳敏Carmen Wang



第五組: 孔輝/寧雅仙 (12人) 備注

Florence Cheong

Judy Liao

Poli Yu

Sonny Wu

孔輝

寧雅仙

章毅/毛菁菁

丁翊武/刘睿羊



尚未選擇組別者: 備注

Gilbert Kuo/Melissa

余玉霞

尤裕昌 / 李岩Grace

馮忠強牧師 / 陳美笑

林聪辉/吴立敏



目前已有76人報名

2019小組安排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組長 陶文星
/

王立濤

袁紅星/

宋雲鵬
邵立兵/

魏毅
錢家雋/

葛小晉
孔輝/

寧雅仙

聚會地
點

家裡 家裡 教會/家裡 教會/家裡 教會

日期/

時間
星期五
晚

2次星期
五,

2次星期
六

3次星期五

1次星期六

3次星期五

1次星期六

星期五

晚上8:10

晚餐 Potluck Potluck on

星期六
Potluck on

星期六

Potluck on

星期六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