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长手册

前言
亲爱的组长
你手中是件有力的工具。在你栽培新信徒跟随主耶稣，做主真门徒的过程
中，它可以帮助你巩固新信徒融入神的家。这系列信息录像光碟《新移民
手册》，目的是帮助新信徒，适应神国度的生活。他们刚奇妙的从黑暗的
国度被救赎出来。
本系列中各单元的内容，是既简单、又实用的，但在属灵上它也是充满能
力的。它能帮助这些基督里的新信徒，培养出国度的价值观。并使这些宝
贵的新人，能够完全的领受神国度的祝福。
本组长手册，教导你怎样有效的与参加者建立个人的关系。在“神的话”
部分，提供了一些讨论问题，为要协助组长与新信徒进行双程的、坦诚的
分享。这样一来，他们的价值系统将被挑战；首先、是被他们在圣经中所
看见的真理挑战，同时，也被组长如何在生命中活出这些真理所挑战。因
此，请务必开诚布公的分享你个人的经验，包括你的得胜和失败。
每周所背诵的一节经文，将有助于强化每一课所学习的真理。
最重要的是；当你带领他们运用这些材料来学习的时候，你不只坚定了他
们的信仰和对主的委身，同时，你也成为他们的榜样，使他们知道如何在
不久的将来，也去栽培其他新信徒。你不只在训练门徒；你也开始训练他
们成为门徒塑造者了。
当你栽培组员成为基督忠心的门徒，并活出神国公民的生活时，愿主赐你
成功。

主任牧师邝健雄和杜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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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小组
带领这个小组，将是你有生以来获益最大的一次活动。期待神做大事！每
一周祂都将与你同在。为每次的聚会祷告。这些信息录像都是非常有能力
的，但只有透过你,它们才能对人产生意义并在他们生命中应用出来。
《新移民手册》光碟信息系列，一共有六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内容约为
20-25分钟。
每一个单元的编排，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欢迎（约10分钟）。
人对人。建立关系。它在聚会开始
时进行，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彼此
交往、联系，达到水乳交融。

敬拜（约15分钟）。
人对神。巩固关系。小组把焦点集
中在主。这是一段过渡时间，人们
把焦点从自己或生活的问题，转移
到神所要做的工作。

神的话（约50分钟）。
神对人。活出关系。小组集中研讨
一个圣经课题，然后，彼此服事。

神的工（约15分钟）。
人对人。创建新关系。这段时间，
小组的焦点是外展，就是向那些还
未进入小组的人传福音。

事前的预备

1. 预备带领小组
a. 在带领聚会之前，先看过该单
元的录像，以及该周的学习计
划，并决定你要如何辅助每一
次聚会的进行。要做好准备，
回答组员可能发问的问题。
b. 了解信息内容。留心神怎样用
这些材料来感动你，并预备好
分享这些有力的原则如何改变
你。
c. 祷 告 求 神 在 每 次 聚 会 赐 下 能
力、同在和引导。为每一位参
加者题名祷告。求神给你属灵
的辨别力，无论各人处于什么
样的属灵状况，你都能个别的
对他们作出鼓励。
  
2. 聚会场地的预备
a. 预备好光碟播放机、电视或放
映机、音响系统等等。确保它
们都能正常操作。

1. 营造一友善的学习环境。
不要彼此攻击，彼此尊重是重要
的。在小组中可以提出不同的意
见，但不能作人身攻击。让组员
自由发问和回答问题。在此绝无
愚蠢的问题或答案。
不要强迫任何人发言，但每次只
能一个人说话。每一位参加者的
观点都是有价值的，应被尊重。
要让人觉得所有的意见都是有用
和受欢迎的。
2. 引导并控制小组的讨论。
培养小组坦诚讨论的气氛。运
用各单元提供的探讨问题进行讨
论。欢迎所有论点和答案。作为
组长，积极的聆听，有效的聆
听，以及在有需要时，重述问
题或加以誊清。尽量保持目光的
交流。讨论中不偏袒任何人。
尽量运用开放式问题（即不能
以“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
题）。如“为什么？”“如何
呢？”“是什么？”“有什么
要补充的？”“有什么不同的
看法？”等等。这样发问，将引
出许多不同的回答，而不只是一
个“正确”的答案。要使讨论有
所进展，但切勿催逼。一旦有了
几个好的回答，就可以提出另一
个问题。若问题较为复杂，小心
不要把话题岔开了。

3. 小组动力要敏感，时间管理要平
衡。
按材料来分享，但也要灵活的按
着圣灵的感动，来处理小组中个
别的需要。若组员对新观点和转
变态度开放，这正是施教的好时
机。
4. 设法鼓励所有组员参与。
别担心静默，让组员有时间思考
所提出的问题，并自由的分享。
鼓励那些害羞的组员发言，帮助
他们克服怕说错的恐惧。但也别
让某个人独占所有发言时间。让
组员觉得受重视，并使讨论丰
富。
5. 要平易近人并反应迅速。
认识他们的名字！（若组员较
多，分给每人一个名牌）。准备
一张出席名单。要称呼对方的名
字，你将看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6. 建立你小组的凝聚力。
帮助组员彼此沟通，互相认识。
在小组时间以外，组织一次郊游 /
欢乐时光等户外活动。
7. 对重点作出总结或重述。

b. 多预备几份“参加者笔记”、
破冰材料、纸和笔。若觉得合
适，可预备少许茶点，以增进
轻松和舒适的气氛。
2 ➠ 新移民手册 ➠ 组长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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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一

提高属灵的视力
温馨提醒：你为这次聚会祷告了
吗？在聚会前，你是否预先看过本
单元的DVD光碟，并计划好如何去
进行？你是否已经联络过参加者，
提醒他们出席这个聚会？你是否带
了DVD，并检查过器材都能正常操
作？你是否带了足够的笔、附录一
的图画、以及“参加者笔记”来分
给所有参加者？
目标：
a. 能够列出神国度的三层天。
b. 培养属灵的视力，在全部三层天
中看到神。
欢迎（10分钟）
热情的欢迎每一位。以
自我介绍作为开始，使
组员彼此熟悉。
进行以下的破冰：

得窥全貌

拿出附录一那些图像，让组员说出
他们看到什么。尝试帮助所有人
都看到背后隐藏的图像。若解释之
后，仍有人无法看出图像，请他们
分享；当别人都看到，自己却看不
到时，他们的感觉如何？
1. 答案：鸭子／兔子
2. 答案：实际上它是许多同心圆，看起来像下旋
螺旋而已。
3. 答案：可以是开向左或开向右。
4. 答案：它们都是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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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15分钟）
你可以用下列建议的诗
歌，或者，你自己选唱
其它敬拜诗歌。
1. 拣选 - G
2. 何等恩典 - G
3. 凡事都能做 - G
转接：欢迎你观赏《新移民手册》
光碟录像系列。本系列总共有6个单
元。今天，我们开始第一个单元“
提高属灵的视力”。现在，就让我
们一起观赏这个单元的录像。
神的话（50分钟）
· 分发“参加者笔记”
之页。
· 请参加者在观看信息录像时，一
面在笔记中划线的地方填上正确
答案。  
· 播放DVD光碟的单元一——“提
高属灵的视力”。
· 信息录像大约20-25分钟。确保
音量适中，以及参加者都能不受
阻挡的观赏。

留意信息重点：

现实物质世界中可见的事实，绝不
比那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更真实。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培养在三层天
的每一个层面都看见神和超然事物
的能力。要培养属灵的视力，我们
必须：一、藉着受造之物看到神。
第一层天。观察！二、藉著属灵争
戰看到神。第二层天。争战！以
及，三、藉着属灵沟通看到神。第
三层天。崇拜！。我们虽然生活在
物质世界的层面；在第一重天，我

们仍然可以有第三重天的经历。
（路加福音17:20-21）我们可以
透过祷告进入第三重天的境界。所
以，学会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透过
祷告，我们进到神面前，听祂的声
音。透过祷告，我们把神的能力带
到周围的人当中。透过祷告，我们
也运用神的能力来抵挡黑暗的权
势。因此，我们在祷告中与神相
交，就会逐渐培养出属灵的视力。
看过信息录像之后，帮助参加者填
写笔记页中划线填充的地方。稍微
复习信息的内容，就接着进行问题
探讨。你可运用下列建议的问题，
协助进行讨论。要有弹性，按小组
的需要来做。若没有人分享，你可
以带头分享，但记得要简短扼要，
使其他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看法。
Q1. 请说出，并描述信息中所说的
三重天？
Q2. 了解三重天 / 属灵的境界，为什
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Q3. 按路加福音17:20-21的启示，
请问现在神的国在哪里？作为
信徒，这对我们又是什么意思
呢？

背诵本周金句

路加福音17-20, 21“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
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
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
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神的工（15分钟）
既然我们认识了祷告的
大能，以及它对我们和
我们周围的人生命的影响。整个小
组，请用15分钟，开声按下列的程
序祷告：
献上赞美和感恩 (3 分钟)
为自己和家人祷告 (3 分钟)
为教会祷告 (3 分钟)
为两位主任牧师和牧师们祷告 (3 分
钟)
为未信的朋友家人祷告 (3 分钟)
鼓励组员在接下来的一周，继续维
持稳定的灵修，并把祷告；特别是
为未信主的家人、亲友的祷告，放
在优先的地位。

Q4. 信徒连接第一重天和第三重天
（路加福音17:20-21）。透
过我们的祷告，神将超然的、
奇妙的介入我们周围的人的生
活。请分享你是否有这样的经
历；神答应了你的祷告，或答
应你所认识的人的祷告？在你
所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正需
要你，带给他们神的能力和赐
福呢？
新移民手册 ➠ 组长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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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二

脱去旧衣
温馨提醒：你为这次聚会祷告了
吗？在聚会前，你是否预先看过本
单元的DVD光碟，并计划好如何去
进行？你是否已经联络过参加者，
提醒他们出席这个聚会？你是否带
了DVD，并检查过器材都能正常
操作？你是否带了足够的纸和笔以
及“参加者笔记”来分给所有参加
者？
目标：
a. 能够分辨世界和国度价值观/习惯
的不同。
b. 从主耶稣胜过世界的三个主要价
值观的榜样，学会怎样胜过它
们。
欢迎（10分钟）
欢迎每一位来到本单
元。再次介绍在座的每
一位，帮助新来的人认
识其他组员。
询问出席者，他们是否能够在生活
中应用上次所学到的功课。记录他
们的感恩和赞美事项。
进行以下的破冰：

物质产业

分给每人一张白纸。请他们画出他
们认为自己最贵重或最有价值的物
件。收集所有的画，并提出以下的
问题：“若你处在一个情况，只有
一分钟来疏散你的家人和抢救家里
6 ➠ 新移民手册 ➠ 组长手册

的物品。这件东西是否是你必然要
带走的？”带动小组认识到；地上
所有的产业，都是暂时的，重要的
是累积天上的奖赏。然后，慢慢的
撕掉那些画，并请他们想象，如果
他们刚刚所画的东西被偷了或被毁
了，他们有什么感受？
敬拜（15 分钟）
你可以用下列建议的诗
歌，或者，你自己选唱
其它敬拜诗歌。
1. 新造的人 - G
2. 除祢以外 - C
3. 牺牲的爱 - C
转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观赏本
周的信息录像，“脱去旧衣！”

的喜悦。信徒往往带着三个主要
的；从撒旦国度而来的价值观，它
们是；寻求个人保障，而不是来自
神的应许。寻求个人的价值（名
誉、地位）而不是来自神的认可，
最后，寻求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来
自神的旨意。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一
个值得跟随的榜样。祂在旷野接受
试探（马太福音4:1-11），但在这
三方面，祂都没有被撒旦引诱而跌
倒。
看过信息录像之后，帮助参加者填
写笔记页中划线填充的地方。稍微
复习信息的内容，就接着进行问题
探讨。你可运用下列建议的问题，
协助进行讨论。要有弹性，按小组
的需要来做。若没有人分享，你可
以带头分享，但记得要简短扼要，
使其他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看法。

· 分发“参加者笔记”
之页。

Q1. 根据马太福音4:1-11，撒旦在
哪三方面试探耶稣？

· 请参加者在观看信息录像时，一
面在笔记中划线的地方填上正确
答案。

Q2. 神 为 什 么 容 许 耶 稣 被 试 探 ？
（建议答案：耶稣被试探显出
祂是人，但却能够胜过罪；并
让我们知道，试探不是罪，直
到你对它屈服。因此，从耶稣
身上我们学会如何胜过试探；
给我们一个可以跟随的榜样；
给耶稣机会重新肯定神对祂服
事的计划等等）

· 信息录像大约20-25分钟。确保
音量适中，以及参加者都能不受
阻挡的观赏。

留意信息重点：

现在，你已经不属于撒旦的国度，
而属于神的国度。我们需要除去那
些在我们信主之前，撒旦和世界放
进我们里面的错误价值系统。我们
要以新的价值观来取代它们，讨神

Q4. 在马太福音所提到的三方面的试
探中，你在其中哪一方面还是
软弱；会被试探而去做一些不
应该做的事呢？与小组分享，
让大家可以为你祷告。
Q5. 你能够做什么以致你能按神的方
式来获得个人的成功？

背诵本周金句

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
成新的了。”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
路加福音17:20-21

神的工（15 分钟）

神的话（50分钟）

·播放DVD光碟信息，单元
二——“脱去旧衣”。

格成为基督徒，以致我们放
弃，回到老路上去等等。）

Q3. 撒旦在哪些方面试探今日的信
徒？（建议答案：它在我们实
际和感觉的需要上试探我们，
它在我们心中种下疑惑，叫我
们怀疑神的爱、能力和信实等
等。指控我们说；我们不够资

许多人都认为，往往他
们最难放下的，就是钱
财。鼓励小组忠心奉行
十一奉献（就是把总收入的10%奉
献给神）。这是神的命令（玛拉基
书3:8）。若有人没作十一奉献，或
者不是经常这样做，这可能表示，
钱财是他的问题，或者，钱财可能
会成为他生命中的偶像。
让一、两位组员以他们个人的经
历，见证神的信实。最后，为那些
不能在钱财方面完全信靠神的人祷
告。鼓励那些从未实行十一奉献的
人，在本周开始十一奉献。
最后，建议小组进行一次“新春大
扫除”。大家计划好，把家里不要
的物件集中起来，然后，把它们捐
新移民手册 ➠ 组长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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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有需要的家庭，或你们所知道
的公益服务团体。

单元三

经历神营会

温馨提醒：你为这次聚会祷告了
吗？在聚会前，你是否预先看过本
单元的DVD光碟，并计划好如何去
进行？你是否已经联络过参加者，
提醒他们出席这个聚会？你是否带
了DVD，并检查过器材都能正常
操作？你是否带了足够的纸和笔以
及“参加者笔记”来分给所有参加
者？

鼓励组员邀请那些在教会庆典聚
会、或小组信主的新朋友，参加下
一轮的弟兄或姐妹经历神营会。这
是增强他们信心的好机会，也可以
借此回答他们信仰的疑问，帮助他
们和神建立亲近的关系，增强对神
的信念等。
用几分钟时间为这些新朋友祷告；
求主在他们的生命中，做更深的工
作，让神释放祂的百姓，并使他们
回应祂最高的呼召和计划。同时，
也为那些在经历神营会中教导、服
事和帮助的弟兄姐妹祷告。

融入神的群体

目标：
a. 能够解释活在神的群体/家中的重
要性。
b. 能够说出那三个帮助我们融入神
群体的真理。   
欢迎（10分钟）
欢迎每一位来到本单
元。再次介绍在座的
每一位，帮助新来的人认识其他组
员。
询问出席者，他们是否能够在生活
中应用上次所学到的功课。记录他
们的感恩和赞美事项。
进行以下的破冰：

彼此肯定

让所有人围圈而坐，分给每人一张
白纸。请他们在最上端写上自己的
名字。写好后，请各人把纸传给他
右边的人，拿到纸的人，写下他对
那位名字写在纸上的人，表扬或欣
赏的话。写完之后，把纸继续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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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传过去，一直到把纸传到坐在
左边的人，这人写完他要说的话之
后，把纸上的话都读出来，然后，
把纸交还给他右边的邻居，就是那
张纸的主人。
敬拜（15 分钟）
你可以用下列建议的诗
歌，或者，你自己选唱
其它敬拜诗歌。
1. 主祢跟我走 - D
2. 付出的爱 - D
3. 有一位神 - D
转接：接下来，神要藉着祂的话
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一起观
赏本周的信息录像；“融入神的群
体”。
神的话（50分钟）
· 分发“参加者笔记”
之页。
· 请参加者在观看信息录像时，一
面在笔记中划线的地方填上正确
答案。
·播放DVD光碟信息，单元
三——“融入神的群体”。
· 信息录像大约20-25分钟。确保
音量适中，以及参加者都能不受
阻挡的观赏。

留意信息重点：

神并没有要基督徒成为独行侠。相
反的，我们生在神的家中，并成为
一个新的、活跃的群体的一份子。
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们有三
个新的角色和责任。

1. 我们作神儿女，同为家人！（以
弗所书2:19）我们同为家人，因
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
因为行动一致而成为一家人。我
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因为耶稣
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重生进入
神的家。故此，尽你所能的加入
一个小组的群体。
2. 神的孩子也是祂的仆人。我们作
主仆人，彼此建立！（以弗所书
2:22, 4:11, 12）因此，我们到教会
或者参加小组，我们要带着造就/
建立群体中其它成员的心态去。
3. 我们作神管家，祝福社群！（哥
林多前书4:1-2）我们以神托付我
们的资源，来祝福社群中的人。
作为管家，我们并不拥有什么，
因一切都是神的，全都是祂委托
我们管理而已。
看过信息录像之后，帮助参加者填
写笔记页中划线填充的地方。稍微
复习信息的内容，就接着进行问题
探讨。你可运用下列建议的问题，
协助进行讨论。要有弹性，按小组
的需要来做。若没有人分享，你可
以带头分享，但记得要简短扼要，
使其他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看法。
Q1. 希腊文：
“Oikos”; “Oikodomeo” 和
“Oikonomos”是什么意思？
它们教导我们，我们与神家中
其他成员有什么关系？
Q2. 在我们教会，小组生活如何帮
助你对教会产生归属感？我们
要怎样做以增进组员之间的关
系？
新移民手册 ➠ 组长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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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以弗所书4:11-12教导我们，信
徒都是服事的人，我们要装备
起来服事，以致基督的身体被
建立。请具体分享，在本周，
你可以在小组或教会做点什么
来建立他人？
Q4. 神委托你哪些美好的资源？（
例如；精力、时间、金钱、才
干、房子、家庭、车子等等）
在你认识的人或家庭中，是否
有人需要这些资源的援助？你
计划如何祝福这人或这个家
庭？
Q5. 利用这个机会，教导或强调哥
林多前书14:26的真理。这节经
文表示，每一次我们到小组聚
会，神都会赐下属灵的恩赐给
每一个人，为要建立小组中其
他人。
为下周聚会预备：鼓励所有组员在
下周聚会前祷告寻求主。求神告诉
他们，祂要他们怎样做，来造就小
组。下决心在小组中宣告神的说
话，或者运用其它属灵的恩赐，来
建立组员。下周，凭信心、按主的
感动行动吧！

背诵本周金句

以弗所书2:19 “这样，你们不再作
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
家里的人了。”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

路加福音17:20-21; 林后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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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工（15分钟）
读出约翰福音13:1-5,
12-17，然后重演“洗
脚的一幕”，为组员
洗脚。洗完一位组员的脚后，为他
作个祝福的祷告。最后，以祷告结
束，认定神拣选每一位，并给他们
机会建立别人。神必赐给他们足够
的恩典，来成就祂放在他们心中的
感动。
若你们聚会的地方，不方便做这个
行动，可用别的行动代替，只要能
清楚显示出仆人的作为。例如；你
可以制作或购买一些饼干，捧茶递
水，写一张欣赏、鼓励别人的便条
等等。重要的是；留下强烈的视觉
图象，或者，一些实际的物件，以
强调培养仆人式服事态度的信息。
然后，讨论和彼此分享，你们要如
何去祝福同事或同学，撒下善行的
种子？请组员只要有机会，就彼此
发送一则短讯或电邮，来彼此鼓
励。

单元四

接上能力的源头
温馨提醒：你为这次聚会祷告了吗？
在聚会前，你是否预先看过本单元的
DVD光碟，并计划好如何去进行？
你是否已经联络过参加者，提醒他们
出席这个聚会？你是否带了DVD，
并检查过器材都能正常操作？你是
否带了酒杯和杯子来进行破冰？你是
否带了足够的纸和笔以及“参加者笔
记”来分给所有参加者？
目标：
a. 能够说出有关圣灵的三个主要真
理。
b. 祷告求圣灵充满，以便组员得着
能力来走信仰的道路和服事。
欢迎（10分钟）
欢迎每一位来到这个单
元。特别关照新来的
人，帮助他们感到亲切
自在。
询问出席者，他们是否能够在生活
中应用上次所学到的功课。记录他
们的感恩和赞美事项。

敬拜（15 分钟）
你可以用下列建议的诗
歌，或者，你自己选唱
其它敬拜诗歌。
1.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 E
2. 我救主活着 - E
3. 祢的恩典不离开 - E
转接：神应许我们要以祂的圣灵充
满我们，赐我们能力服事（徒1:8）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圣灵的
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满溢
出来，也能够祝福别人。让我们敞
开我们的心，来观赏今天的信息录
像吧！“接上能力之源”。
神的话（50分钟）
· 分发“参加者笔记”
之页。
· 请参加者在观看信息录像时，一
面在笔记中划线的地方填上正确
答案。  
·播放DVD光碟信息，单元
四——“接上能力的源头”
· 信息录像大约20-25分钟。确保
音量适中，以及参加者都能不受
阻挡的观赏。

进行以下的破冰：

直到满溢

预备一只透明的酒杯，倒些水进
去，但不要注满。用另一只较小的
杯子，只装半杯水。把两只杯子，
都放在小组的中央。告诉大家，他
们可以随意倒任何分量的水进杯子
中，一个一个的轮流倒，直到杯中
的水满溢出来为止。

留意信息重点：

虽然，圣灵在每一位信徒里面（罗马
书8:9），但不是所有人都亲密的认识
祂。了解下列三个有关圣灵的真理，
将有助于我们更亲密的与圣灵相交：
1. 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经称祂为保
惠师，所用的字，是个阳性的
字。不是中性的字。（参约翰福
音14:16, 16:13）
新移民手册 ➠ 组长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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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灵是神。祂是三位一体神的第
三位格。祂是完全的神。（参使
徒行传10:38; 希伯来书9:14）
3. 圣灵是神的彰显。耶稣现在就藉
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
音14:16-18）。我们需要被圣
灵充满，才能过得胜的基督徒生
活，并以圣灵的能力来服事别
人。圣灵的充满，往往是个充满
能力的经验，透过圣灵充满的
基督徒按手而来（徒9:17），通
常，它也伴随着讲方言。（使徒
行传19:6）
看过信息录像之后，帮助参加者填
写笔记页中划线填充的地方。稍微
复习信息的内容，就接着进行问题
探讨。你可运用下列建议的问题，
协助进行讨论。要有弹性，按小组
的需要来做。若没有人分享，你可
以带头分享，但记得要简短扼要，
使其他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看法。
Q1. 这 里 提 到 三 个 能 够 帮 助 我 们
与圣灵更亲密相交的真理是什
么？认识这三个真理，如何帮
助我们更亲密的与圣灵相交？
Q2. 读 使 徒 行 传 1 : 8 和 使 徒 行 传
2:17-21, 38-39，耶稣给祂门
徒的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今
天是否仍有效？为什么？
Q3. 你是否曾经历圣灵的充满？若
有，与小组分享你的经历。在
经历圣灵的充满之后，对你的
生命有什么影响？目前，你是
否仍维持一个与圣灵亲密的关
系？若没有，你有什么计划与
祂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呢？
12 ➠ 新移民手册 ➠ 组长手册

Q4. 那些从未经历圣灵充满的是否
渴望现在就经历它呢？
﹝组长，请为组员读出约翰福音
7:37-39。告诉那些愿意领受的，可
按下述三个步骤预备自己：1. 渴（
非常盼望得到）；2. 来（热切的向
神求）；3. 喝（凭信心接受）。 鼓
励那些曾被圣灵充满的组员，当你
为那些要被圣灵充满的人祷告时，
用方言为你祷告。若有需要，请那
些在小组较久的组员，帮忙你按手
祷告。服事结束时，为圣灵在小组
所做的工作起立鼓掌！﹞

背诵本周金句

约翰福音14:16,17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
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
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
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
面。”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
林后5:17; 弗2:19

神的工（15分钟）
圣灵的浇灌，以及圣灵
恩赐的赐下，为要赐我
们能力，成为家人、
同事、邻居、以及未信主亲友的祝
福。我们要等候圣灵，并按祂的指
示行事，因此，让我们在本周内，
学习凡事顺服圣灵，并凭信心，按
祂的指示行事。
一个装备组员服事的好机会，是参
加领袖训练学校二（SOL2）代祷

与传福音、以及栽培和属灵争战训
练。鼓励未曾参加过这些课程的组
员，报名参加下一轮的训练。

单元五

亲近神
温馨提醒：你为这次聚会祷告了
吗？在聚会前，你是否预先看过本
单元的DVD光碟，并计划好如何去
进行？你是否已经联络过参加者，
提醒他们出席这个聚会？你是否带
了DVD，并检查过器材都能正常
操作？你是否带了足够的笔、附录
二，以及“参加者笔记”来分给所
有参加者？
目标：
a. 能够讲解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重
要性。
b. 能列出那三个与神培养亲密关系
的途径。
欢迎（10 分钟）
欢迎每一位来到这个单
元。若有新来的人，热
烈的欢迎他们，并再次介绍在座的
每一位，方便新来的人彼此认识。
询问出席者，他们是否能够在生活
中应用上次所学到的功课。记录他
们的感恩和赞美事项。
进行以下的破冰：

时间普查

给每一位一点时间，让他们填写附
录二的表格（“各项日常活动所花
费的时间”表）。他们可根据每周
用在该项目的时间，作个约略的估
计。在所有人都填好之后，再给他
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反省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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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运用的习惯，以及，花在各项
日常活动的时间分配。鼓励他们分
享他们认为需要作出改变的地方。
敬拜（15 分钟）
你可以用下列建议的诗
歌，或者，你自己选唱
其它敬拜诗歌。
1. 耶和华是我牧者 - F
2. 在祢荣耀中 - D
3. 云上太阳 - D
转接：今天的敬拜实在很好。我们
都能强烈的感受到神同在。接下
来，让我们一起观赏今天的信息录
像；“亲近神”，让神对我们说
话。
神的话（50分钟）
· 分发“参加者笔记”
之页。
· 请参加者在观看信息
录像时，一面在笔记中划线的地
方填上正确答案。  
·播放DVD光碟信息，单元
五——“亲近神”。
· 信息录像大约20-25分钟。确保
音量适中，以及参加者都能不受
阻挡的观赏。

留意信息重点：

亲近神是国度生活的中心。藉着亲
近神，我们更多的认识祂，并从祂
领受服事的指示。从约翰福音15:111，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学习如
何培养亲近神的习惯：

1. 寻求主面，住在主里！（约翰福
音15:1-4）主耶稣要我们花时间
亲近祂，与祂交谈，向祂倾心吐
意，听祂说话，并领受祂的爱和
能力。因此，我们每天都要定下
灵修的时间，作为与这位大能的
神特别的约会。
2. 全心奉献，生命扎根！（约翰福
音15:5-8）。神要我们深深的与
祂联合，以致我们能够多结果子
（加拉太书5:22-23）。神要我
们深深的把生命扎根在祂里面，
直到祂的生命从我们流露出来。
我们藉着让神的话语完全转化我
们，来亲近神。（林后3:18）。
3. 赞美称颂，讨神喜悦！（约翰福
音15:9-11）基督道路的中心就
是庆祝。因此亲近神就是要称颂
神；享受祂，让祂的喜乐充满我
们的心。当我们能够培养出完全
顺服神的生活方式，我们就能经
验到这种与神相交的喜乐。（约
翰福音14:21）
看过信息录像之后，帮助参加者填
写笔记页中划线填充的地方。稍微
复习信息的内容，就接着进行问题
探讨。你可运用下列建议的问题，
协助进行讨论。要有弹性，按小组
的需要来做。若没有人分享，你可
以带头分享，但记得要简短扼要，
使其他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看法。
读约翰福音15:1- 11.
Q1. 亲近神是国度生活的中心。这
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如何亲近
神？

Q2. 当耶稣在地上服事时，祂仍要花
很多时间祷告亲近神。我们与
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为什么
那么重要？
Q3. 根据牧师所说的三个亲近神的方
式，你觉得实行起来有什么困
难？哪一方面是你觉得需要赶
快付诸实行的？

到的、学到的，至少用来鼓励一个
人。
求主赐他们有机会邀请未信主的亲
友，到教会的庆典或小组聚会。求
主向他们显现，在聚会或小组中吸
引他们归向祂。

Q4. 对 于 那 些 没 有 固 定 灵 修 时 间
的人，彼此分享，你需要作出
什么改变，以便能够做到每日
灵修？【组长，这是个很好的
机会让你们彼此检讨，彼此守
望，以做到固定灵修。请组员
两个两个，彼此约定在星期六
或星期天早上一起灵修。这也
是帮助他们拥有固定灵修的一
个方法。】

背诵本周金句

约翰福音15:
10-11“你们若遵守
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
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
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
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

弗2:19； 约翰福音14:16-17
神的工（15分钟）
鼓励每一位，在接下来
的一周，固定的、并更
多的与神沟通。请他
们找机会，把每天他们从神那里听
到的、学习到的，运用出来。挑战
每一位，在本周内，把从神那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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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六

生命的终极目标
温馨提醒：你为这次聚会祷告了
吗？在聚会前，你是否预先看过本
单元的DVD光碟，并计划好如何去
进行？你是否已经联络过参加者，
提醒他们出席这个聚会？你是否带
了DVD，并检查过器材都能正常
操作？你是否带了足够的纸和笔以
及“参加者笔记”来分给所有参加
者？
目标：
a. 能够讲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
使命。
b. 能够列出三项主要的理由，为什
么我们必须把传福音放在生命的
最优先。   
欢迎（10 分钟）
欢迎每一位来到这个单
元。肯定他们在过去数
周积极的参与。
询问出席者，他们是否能够在生活
中应用上次所学到的功课。记录他
们的感恩和赞美事项。
进行以下的破冰：

我的真实故事

彼此分享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基督
徒。想象一下，若他们当时继续不
信主，他们会是怎样的？
以感恩和赞美作为结束，感谢神在
他们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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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15 分钟）
你可以用下列建议的诗
歌，或者，你自己选唱
其它敬拜诗歌。
1. 喜乐泉源 - G
2. 恩典之路 - F
3. 丰盛的应许 - F
转接：赞美神！非常好的敬拜。接
下来，让我们一起观赏本周的信息
录像；“生命的终极目标”。
神的话（50分钟）
· 分发“参加者笔记”
之页。
· 请参加者在观看信息
录像时，一面在笔记中划线的地
方填上正确答案。  
· 播放DVD光碟信息，单元六——
生命的终极目标。
· 信息录像大约20-25分钟。确保
音量适中，以及参加者都能不受
阻挡的观赏。

留意信息的重点：

主耶稣基督颁给教会一个大使命，
就是使万国做主的门徒（马太福音
28:19-20）。我们有三个理由，为
什么必须把传福音放在生命的最优
先。首先、没有福音，人人就失丧
（使徒行传4:12）。就是那些宗教信
徒和行善的人也不例外。第二、神
愿意万人得拯救（使徒行传1:8）。
神愿意世上罪大恶极的人也悔改得
救。（彼得后书3:9）第三、人是神
唯一的方法，祂选择用我们，而不
用天使来传福音。因此，要把传福

音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并坚持不
懈的为未信的人的得救祈求。
看过信息录像之后，帮助参加者填
写笔记页中划线填充的地方。稍微
复习信息的内容，就接着进行问题
探讨。你可运用下列建议的问题，
协助进行讨论。要有弹性，按小组
的需要来做。若没有人分享，你可
以带头分享，但记得要简短扼要，
使其他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看法。

神的工（15 分钟）
是否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或家人的得救，是你非
常挂心的？小组要如何
为这些人祷告，又如何帮助他们向
接受主的道路迈进？
分享小组的传福音计划。并开始与
他们建立关系。鼓励他们，若有机
会，在本周内，向一位未信主的
人，分享得救见证或约翰316。

Q1. 传福音是什么？信徒为何必须
积极的传福音？
Q2. 你 能 够 列 出 圣 经 中 讲 到 传 福
音的重要性的主要经文并稍作
描述吗？你个人是否明白并
确信，传福音是重要的？为什
么？
Q3. 要 把 传 福 音 作 为 生 活 的 一 部
分，你面对什么困难？如何能
帮助你把传福音作为生活的一
部分？

背诵本周金句

马太福音28:19,
20“所以，你们
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
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

约翰福音14:16-17; 约翰福音15: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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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笔记

单元一

提高属灵的视力
播放信息录像
引言/简介
路加福音17:20, 21 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
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视力乃是见别人所不能见的能力。”
哥林多后书4: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
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要培养属灵的视力，你需要学习透过三重天来看神。

以弗所书6: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原文作摔跤；下同），乃
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
战。”
路加福音10:17-20“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阿！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
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
有甚麽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
天上欢喜。”
3. 藉著_________看到神（第三层天）——_______！
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
以弗所书1:18, 19“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
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问题探讨

1. 藉著_______看到神（第一层天）——_______！

Q1. 请说出，并描述信息中所说的三重天？

以赛亚书55:10“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
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Q2. 了解三重天 / 属灵的境界，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诗篇19:1-2“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
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
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诗篇8:1“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
天。”
我们透过可见的；看到那不能见的。
2. 藉著_________看到神（第二层天）——_______！

Q3. 按路加福音17:20-21的启示，请问现在神的国在哪里？作为信徒，这
对我们又是什么意思呢？
Q4. 信徒连接第一重天和第三重天（路加福音 17:20-21）。透过我们的祷
告，神将超然的、奇妙的介入我们周围的人的生活。请分享你是否有
这样的经历；神答应了你的祷告，或答应你所认识的人的祷告？在你
所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正需要你，带给他们神的能力和赐福呢？
作业：背诵金句（一）
路加福音17:20, 21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
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启示录12:7“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
使者去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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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笔记

单元二

脱去旧衣
播放信息录像

赞赏上了瘾，你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对别人的看法极度敏感。就像任何上
瘾的习惯一样，你发觉；你必须不断以称赞来喂饱你的习惯，才不至产
生“瘾发后遗症”。一旦你所重视的人表示对你不满，你就会陷入沉痛的
失败！就好像瘾君子买不到毒品一样痛苦！其他人会利用这个弱点来操纵
你。你身不由己的要屈服于他们的要求，毫无反抗余力，因为你害怕他们
拒绝你或瞧不起你。最终，你唯有掉进自己所设的情感圈套，永远翻不了
身。

引言/简介

马太福音4:7“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的了。”

3. 寻求个人的_________，而不是神的_______。

马太福音4:1-11 -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我们需要除去三个旧的价值观：
1. 寻求个人的_________，而不是神的______。
马太福音4:2 “他禁食四十昼夜，後来就饿了。”
马太福音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
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Sheila Walsh的故事：
2. 寻求个人的_________（名誉、地位）而不是神的_______。
马太福音4:5, 6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顶：原文是翅）
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诗篇91: 11, 12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David Burns’ 的书《感觉真好》，有以下一段精彩的论述：
让我们研究一下你的一个观念：你觉得被人否定是件非常糟糕的事！为什
么人的否定会造成这么大的威胁？你的想法可能是这样：“若一个人否定
我，很可能所有人都在否定我。这就表示，我有问题……。”对于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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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4: 8, 9“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
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马太福音4:10, 11“耶稣说：撒但（撒但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
，退去罢！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於是，魔鬼离
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问题探讨
Q1. 在马太福音4:1-11，撒旦在哪三方面试探耶稣？
Q2. 神为什么容许耶稣被试探？
Q3. 撒旦在哪些方面试探今日的信徒？
Q4. 在马太福音所提到的三方面的试探中，你在其中哪一方面还是软弱；
会被试探而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呢？与小组分享，让大家可以为你
祷告。
Q5. 你能够做什么以致你能按神的方式来获得个人的成功？
作业：背诵金句（二）
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
的了。”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路加福音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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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笔记

单元三

融入神的群体
播放信息录像

我无需藏起悲伤、满脸微笑，我不要强颜欢笑。
我无需自命清高、满口虚假，
因我们心里明白，这无非是陈腔滥调。
而若在这里、问题没有答案，我该往何处寻？
若在这里、悲伤不得安抚，请告诉我、该往何处求？
若在这里、泪水无人了解，我该向谁哭泣、往何处飞翔？

引言/简介

2. 我們作____________，我们__________！

活泼的群体生活必须具备三个要素：

Oikodomeo -建造

三个希腊文； oikos,  oikodomeo,  oikonomos

以弗所书2:22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1. 我們作_____________——同為___________！

以弗所书4:11, 12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
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Oikos -家人
以弗所书2:19“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
人了。”

哥林多前书14:26“弟兄们，这却怎麽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
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
人。”

以弗所书2:14-17“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
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
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
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
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服事的时候，我们将会成长，我们的需要得以满足。

我们藉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透过属灵的重生，归入神的家。

路加福音12:42“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
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威廉克罗基特的一首诗《人之归宿》（“A People Place” by William J
Crockett）
若在这里、泪水无人了解，我该向谁哭泣？
若在这里、心灵不能起飞，我该向哪儿飞翔？

哥林多前书4:1, 2“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
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无需尝试打动你的心，
无需刻意留下好印象—— 不、绝对不必！
我无需让自己永远出色，
因我们心里明白，这无非是伪装、不过是骗局。

哥林多后书9:8“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
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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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作____________，我们_________！
Oikonomos -管理者或管家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的。我们拥有用之不尽的资源来服事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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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参加者笔记

Q1. 希腊文： “Oikos”; “Oikodomeo” 和 “Oikonomos”是什么意思？
它们教导我们，我们与神家中其他成员有什么关系？
Q2. 在我们教会，小组生活如何帮助你对教会产生归属感？我们要怎样做
以增进组员之间的关系？
Q3. 以弗所书4:11-12教导我们，信徒都是服事的人，我们要装备起来服
事，以致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请具体分享，在本周，你可以在小组或
教会做点什么来建立他人？
Q4. 神委托你哪些美好的资源？（例如；精力、时间、金钱、才干、房
子、家庭、车子等等）在你认识的人或家庭中，是否有人需要这些资
源的援助？你计划如何祝福这人或这个家庭？
Q5. 为下周聚会预备：鼓励所有组员在下周聚会前祷告寻求主。求神告诉
他们，祂要他们怎样做，来造就小组。下决心在小组中宣告神的说
话，或者运用其它属灵的恩赐，来建立组员。下周，凭信心、按主的
感动，行动吧！
作业：背诵金句（三）
以弗所书2:19
的人了；”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路加福音17:20-21；哥林多后书5:17

单元四

接上能力的源头
播放信息录像
引言/简介
陶恕博士在《超然的经历》这本书里头，这样说；
因着忽略或者否认基督的神性，自由派犯了一个需付出巨大代价的错误，
这导致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基督，祂的死，只不过是殉道，
祂的复活成了神话。他们跟随的只是一个救世的英雄，或者那根本不是救
主，只是一个理想，除了会对他们的软弱和罪嘲讽之外就不能做什么……
然而，无论自由派否定基督神性的行为多么备受谴责，我们这些以正统自
居的人，绝不能因我们的愤怒而陷入自我的缺陷。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庆
幸，因近年来我们也犯了一个需付出巨大代价的错误，一个严重程度近似
于自由派的错误。我们的错误（或者认真的说是我们的罪？）就是忽略了
圣灵，甚至已经实际上否定了祂在三一神中的地位。对于这个否定，我们
并没有作出公开的教义性宣言，因为对于信条，我们是紧紧抓住圣经的立
场的。对于正常的信条我们没问题，但工作的信条却是出了问题……我们
对于蒙福的第三位格的忽略，正为我们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圣灵的教义
是一颗深埋的炸弹。祂的威力需要教会去发现和运用。那些虚假的圣灵论
的教条，不能为我们带来圣灵的大能。圣灵根本不在乎我们是否把祂写在
诗歌本背后的信条中；祂等候我们的尊重。当圣灵不再是附属品，而成为
主角，圣灵的大能将再次进入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信徒中间。
关于圣灵的三个重要真理：
1. 圣灵是有______________.
约翰福音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
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约翰福音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
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
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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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灵是________________.
诗篇104:30 “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约伯记33:4 “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使徒行传10: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
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探讨问题
Q1. 这里提到三个能够帮助我们与圣灵更亲密相交的真理是什么？认识这
三个真理，如何帮助我们更亲密的与圣灵相交？
Q2. 读使徒行传1:8和使徒行传2:17-21, 38-39，耶稣给祂门徒的应许是
什么？这个应许今天是否仍有效？为什么？

使徒行传5:3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甚麽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
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

Q3. 你是否曾经历圣灵的充满？若有，与小组分享你的经历。在经历圣灵
的充满之后，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目前，你是否仍维持一个与圣
灵亲密的关系？若没有，你有什么计划与祂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呢？

使徒行传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
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Q4.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经历圣灵充满的人，你是否渴望现在就经历它呢？

使徒行传15:28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
件事是不可少的，”

作业：背诵金句（四）

哥林多后书3: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14:16,17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
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3. 圣灵是神的 _______________！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哥林多后书5:17；以弗所书2:19

约翰福音14:16-18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
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
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
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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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笔记

2. 全心奉獻，生命紮根！

单元五

约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
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甚麽。”

亲近神
播放信息录像
引言/简介
如何培养与主亲密的习惯？
1. 尋求主面，住在主裡！
约翰福音15:4“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里面。”

加拉太书5:22,
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
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
我，为我舍己。”
一位不知名的盟军兵士的祷告：

约翰福音15:4“在我里面建立你的家，正如我在你里面建立我的一样。”
(意译)

我求主赐我力量，让我达成心愿;
祂却使我软弱，好叫我学会顺从。

傅士德博士在一篇题为“祷告：寻求心灵真正的家”的文章 （“Prayer:
Finding the Heart’s True Home”）
如此形容说: 上帝的家，是一个充满亲切，接纳与肯定的地方。祂邀请我们
到祂的……客厅，是祂心之所属，我们可以穿着旧拖鞋到处走动，随意分
享。厨房，充满祂的友善，让我们可以谈天说地，畅述心怀。饭厅，是祂
的力量，我们可以享用无限的美食。书房，充满祂的智慧，让我们得以学
习和成长，并让我们的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工作坊，充满祂的无限
创意，我们可以与祂一起同工，共同见证成果。卧房，是祂的休息室，那
里有新的平安，我们可以放下包袱，无拘无束，赤诚相待。这里，也是一
个最深切、最亲密的地方，祂让我们彻底去认识，并完全被了解。
进入上帝家的钥匙（关键）；是祷告。

我求主赐我健康，让我去做大事;
祂却给我恩典，去完成更美之事。

诗篇23:6“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所求的，我完全没有得到;
可祂所赐的，竟是我 一切所求。

我求主赐我财富，让我幸福快乐;
祂却给我贫穷，好叫我得着智慧。
我求主赐我权力，让我得到赞赏;
祂却使我不足，叫我明白我需要主。
我求主赐我一切，让我享受生活;
祂却给我生命，好让我享受一切。

诗篇27:4“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
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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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讚美稱頌，討神喜悅！

参加者笔记

约翰福音15:11“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
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单元六

约翰福音15:10-11“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
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
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罗马书14:17“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
乐。”
探讨问题
Q1. 亲近神是国度生活的中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如何亲近神？
Q2. 当耶稣在地上服事时，祂仍要花很多时间祷告亲近神。我们与神建立
一个亲密的关系为什么那么重要？
Q3. 根据牧师所说的三种亲近神的方式，你觉得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哪
一方面是你觉得需要赶快付诸实行的？
Q4. 对于那些没有固定灵修时间的人，彼此分享，你需要作出什么改变，
以便能够做到每日灵修。
作业：背诵金句（五）
约翰福音15:10-11“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
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
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以弗所书2:19; 约翰福音14:16-17

生命的终极目标
播放信息录像
引言/简介
我们信主之后，神为什么不马上送我们回天家？
主耶稣的命令——大使命
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於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传福音必须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最优先，有三个理由：
使徒行传10:1-48 哥尼流的故事
1. 没有福音，人人就_____！ ( 使徒行传10:1, 2 ).
使徒行传11:13“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
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2. 神愿意万人得______。( 使徒行传10:9-43 )
提摩太前書2:4“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
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10:28  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
合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甚麽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彼得后书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
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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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______ 是神唯一的方法。 (Acts 10:3-8)

附录一

使徒行传10:3-8“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
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阿，甚麽事
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记念了。现在你当打
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
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
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单元一
破冰（一窥全貌）
1. 你看到什么动物？

探讨问题
Q1. 传福音是什么？信徒为何必须积极的参与传福音？
Q2. 你能够列出圣经中讲到传福音的重要性的主要经文并稍作描述吗？你
个人是否明白并确信，传福音是重要的？为什么？
Q3. 要把传福音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你面对什么困难？怎样帮助你把传福
音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作业：背诵金句（六）
马太福音28:19, 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於父、子、圣灵的名）。凡我
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约翰福音14:16-17; 约翰福音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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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它是否是个下旋螺旋？

3. 窗户是开向左还是向右？

资料来源：http://www.shelbycs.org/ms/shughes/illusions2.gif

资料来源：http://www.maniacworld.com/inside-out-window-illus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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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些横线是平行的、还是倾斜的？

附录二
单元五
破冰（时间普查）
请在下表填写每周你平均总共花费多少时间来做下列各项活动。
各项日常活动所花费的时间
活动

时数

占百分比(%)

调整 (+/-)

168

100

-

1. 与神相处
2. 休息（包括睡眠）
3. 娱乐、兴趣、运动
资料来源：http://www.123opticalillusions.com/pages/opticalillusions1.php

4. 家庭活动（包括进餐）
5. 与同事、朋友相处（包
括进餐）
6. 小组和教会活动
7. 工作以及与工作有关活
动
8. 教育/进修
9. 个人卫生与活动（交
通、保养、饮食等）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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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姓名

小组出席记录

10.

9.

8.

7.

6.

5.

4.

3.

2.

1.

姓名

小组出席记录

性别

性别

年龄

年龄

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

电邮地址

电邮地址

1周 2周 3周 4周 5周 6周

1周 2周 3周 4周 5周 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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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小组祷告和赞美报告

日期

小组祷告和赞美报告

姓名

姓名

要求代祷/赞美报告

要求代祷/赞美报告

备注 （跟进的行动 ）

备注 （跟进的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