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手冊 11 (第十一週)

【小組查經材料】

“邁向成熟”
2008 年六月 6，7 日

第十一週：第一天
本
課：邁向成熟
今
天：旅程中的驛站

5/31-6/6/2008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請準備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讓身心疲憊的組員，能打開心門，
預備心來敬拜讚美主。約 15 分鐘。

讀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把人帶到主的寶座前，帶下神的同在 。約
20 分鐘
小組長在此時段裡，帶領、鼓勵大家順從聖靈的感動說出勸勉、安
慰、造就的話。每次有人分享完後，都需要由小組長來回應，可以
為神的應許來感謝讚美主，為有需要的一起同聲開口禱告，或其他
方式。

保羅在小亞細亞服事了許多年，後來在耶路撒冷被捕，並且被遣送回羅
馬等待處決。他的刑期迫近了。在他期待著進入永恆的時候，他回憶起
往事，於是在監獄裡寫信給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羅屬靈的兒子。我們要
一起思想這篇書信裡的兩處信息：

第三時段：禱告服事
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3 人小組，為(一)小組認領的宣教單
位禱告。(二)為教會的事工，可參閱主日週報。(三)為個人需要，
新來賓，病痛者等祝福禱告。最後請小組長做結束禱告。約 20 分
鐘。

第四時段：話語分享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約 35 分鐘。
(請上教會網站 www.rolcc.net / 細胞小組 /查經資料中閱讀或下
載材料，在聚會時分享心得，並回答問題。)

教會近期事工與活動：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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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日)

浸禮 :1:30pm，以馬內利廳。6/1，8 主日 1:30PM 受洗班
課程 G5 以賽亞教室。
6/25-29
靈糧特會
7/26(六)
實習小組長訓練 9am-4pm。
7 月份小組聚會休息，8/1，2 日重新開始聚會。

提摩太後書 2：8-13；4：7-8

聖經的勸勉

提摩太後書 2：11-13 裡，保羅指出了其中每項行為所會引致的後果。請
先填寫空格中的詞句，然後再評估你個人的情況：
我們若與基督
，也必與祂
；
我們若能
， 也必和祂一同
；
我們若
， 祂也必
；
，祂仍然是
，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
我們縱然

你的旅程中有許多驛站
現代捷運系統的啟示：蘇聯的莫斯科可說是全世界快速交通系統最完善
的地方。一但熟悉了，要在那個廣大的城市裡往來就會非常方便。我最
初感覺有點擔憂，因為那裡的路標全用斯拉夫語（Cyrillic）字母寫成。
不過，在花了幾個小時學習後，便會讀這些新字母了。在車站月台的擁
擠混亂人潮裡行走，也需要經過一番的奮鬥。
我的腦海裡一直浮現著以前那位超越過我的女孩，她身上所穿的 T 恤上
所印的幾個大字「照著去做吧！」我心裡想，要是這幾百萬的莫斯科人
可以做得到，我也不應例外。
登上了火車，上面有指示圖清楚劃出火車所會經過的站的名稱。我數了
數要到達目的地所要經過的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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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成長之繹站
你在神國度裡的旅程亦是如此。你必須學會新名詞，並且知道沿途會經
過那些「車站」
。細胞小組的領袖們細心預備了一份「地圖」和旅程指引，
為要幫助新信徒決定他們需要在那一些「站」停留，以裝備本身的屬靈
生命。以下是一份列站說明書，讓你仔細查閱；其中也有些「站」你已
經停留過，但也有一些「站」是你需要停留下來的。你可以計劃一下要
如何到那些「站」去裝備自己，得以服事！

+】；而在那些你未到過的車站

指示：在那些你已經到過的車站旁填上【
旁填上【 】
。

-

旅程指引評估表（ 【

+】=已經；【-】=未曾 ）

（ ）車站 1：救恩的確據
明白作基督徒以及進入神國度的意義，並且把這件事和有關經文
分享給另一個人知道。
（ ）車站 2：價值系統的更新
放棄那些不符合新生活方式的價值觀，換上一些應有的價值觀。
（ ）車站 3：以細胞小組為優先
對神的家庭有強烈的歸屬感，把參與小組看成旅程中最優先的事。
（ ）車站 4：基督徒價值觀的旅程
了解「裝備年」裡的各階段旅程，願意裝備自己一生為主服事。
（ ）車站 5：正視頑固陣地並加以克服
認明生命中的頑固陣地，得到小組或教牧同工的輔助，逐一斬除。
（ ）車站 6：實踐聖經的管家職份
明白僕人只要順從主人，主人便會供應一切所需。因此忠心作十
一奉獻，支持教會的細胞小組事工。
（ ）車站 7：有固定的「聆聽室」時間
懂得在生命裡藉著禱告依靠神，每天花時間在「聆聽室」裡禱告。
（ ）車站 8：能夠享受敬拜的喜樂
在個人和集體的敬拜中體驗到神的同在。
（ ）車站 9：服事的僕人生活方式
對別人的需要夠敏銳並願意盡力服事他們。服事別人並不偏心。
（ ）車站 10：成為神恩典的管道
明白被聖靈充滿的重要，奉獻自己讓聖靈的恩賜能在服事中彰顯。
（ ）車站 11：經常運用屬靈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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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被聖靈充滿。跟隨祂的帶領，以恩賜造就肢體並傳福音作見
證。
）車站 12：在學校或工作場所有好見證
不論在工作或學習上，都表現出最好的品格與見證。
）車站 13：開始服事「小子」
守望一位新信徒，關心小組裡受傷害的人並且為他們禱告。
）車站 14：實踐屬靈的爭戰
學會面對在別人生命裡或某地區裡的撒但勢力的挑戰，並靠神的
能力獲勝。
）車站 15：建立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學會在你的家庭和直系親屬當中過著榮耀神國度的生活方式。
）車站 16：幫助別人接受基督作生命之主
要向別人傳福音，帶領對方歸主，並且帶他到細胞小組中成長。
）車站 17：養成傳福音的生活方式
和細胞小組成員們組織分享組，去接觸那些對福音反應冷淡的人。
）車站 18：裝備「少年人」去帶領有興趣的人歸主
幫助小組中另一人學會用約翰福音 3：16 傳福音，並親自見他帶
領一名未信者加入小組。
）車站 19：參與過分享組事工
曾與兩三位小組成員組成分享組向反應冷淡的人傳福音，並從中
帶領一位新信徒加入細胞小組。
）車站 20：在細胞小組裡擔任實習組長
有作一位細胞小組組長的負擔，並參與了作實習小組長的訓練。
）車站 21：在某個特定的事工裡擔任實習
受神呼召帶領小組，協助組長服事組員，或受裝備在教會其他事
工裡服事，包括：音樂、輔導、佈道、教導和釋放的事工等等。
）車站 22：在領導的事工裡服事
有牧者的心志，引導別人加入服事。經歷帶領某特定事工，並訓
練了一位實習小組長或導師。
）車站 23：在目標小組裡服事
受召在某特定事工裡服事，並引導事工透過分享組的方式傳福音。
）車站 24：受召做一名地區牧者
做好準備加入全職服事，並被教會接納為實習地區牧者預備加入
為期一年的密集訓練。
）車站 25：受召去開植一所細胞小組教會
有過當地區牧者的經驗，並為教會領導層確認能夠在自身的文化
或跨越文化的地方開拓新事工。為教會宣教部所差派支持，作植
會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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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第二天
本
課：邁向成熟
今
天：你是祭司
讀

啟示錄 1：6；使徒行傳 2：44-47；以弗所書 4：11-16，
29，32

傳道不是職業：一位祖母問她四歲的孫子說：
「你長大以後要做什麼呢？」
這位小孩回答說：「我要好像爸爸一樣，作一位傳道人。」
人人服事：你認為受召作「服事者」也是這樣的嗎？以弗所書 4：11-12
告訴我們：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每位信徒都要準備服事。
神要人人都作服事者造就其他的基督徒，並且傳服音給未得之民。
神職人員與信徒之區別？聖靈在世界各地運行著，幫助基督徒識破撒但
的詭計，明白教會並不是由所謂的「平信徒」和「聖職人員」組成的。
事工不應該有這樣的區別；由「聖職人員」擔任神聖的工作，而「平信
徒」則負責打打雜、聽聽信息、和收取奉獻等等。
聖經無所謂神職人員階級：要是你知道聖經裡從未用過「聖職人員」或
「平信徒」等字眼，也沒有指明教會必須如此結構，你會覺得很驚訝嗎？
以上的經文很清楚的說明神預備一些有恩賜的人來裝備信徒，使他們能
夠運用恩賜去服事別人。新約聖經裡一個最明顯的教導便是：每位基督
徒都是服事者，沒有所謂「聖職人員」的優秀人材。
撒但把這種「聖職人員與平信徒」的劃分法緩慢的注入教會生命裡，且
前後用了三百年來扼殺教會(基督的新娘)的原有生活方式。撒但欺騙了
幾百萬信徒，使他們的服事癱瘓，成為「只是坐在長板凳上」的平信徒。

並非一向如此
初代教會的見證：在教會剛剛成立的幾個星期裡，共有三千一百二十位
信徒聚集在一起聽使徒講道。他們一同到各人家中去，彼此服事、分享
聖餐（Agape meals ）彼此代禱。耶穌的門徒因此能夠專心裝備神的子
民服事；在那時候，實際的事工都是由信徒們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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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的改教：歷代以來也無人去察驗教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到了
馬丁路德（公元 1517 年）的時代，開始有一些派別起來反對這種「聖職
人員與平信徒」的區別方式；當時這些人被視為危險份子，他們有些被
判處火刑、有些被囚在監獄裡、而有些則被迫潛逃到別的國家去。
約翰衛斯理的小群：約翰衛斯理的時期興起了所謂「課堂聚會」的細胞
小組，是當時具有聖靈大能的事工。
「細胞小組教會」運動的淵源可溯自
許多世紀以前。

你是服事者，也是祭司
我在新加坡參與的那間細胞小組教會，由細胞小組組長和導師一同為所
有的新信徒施洗。遵行聖餐也回到了它的原來地點，在細胞小組聚會時
執行。根據聖經的教導，這些儀式並不需要由一位「被按立的聖職人員」
執行。今日世界上有數以百計的教會已經返回新約時代的教會模式，我
也在此衷心為你祈求，願你能成為他們的一份子，蒙主祝福。
聖經裡有一系列經文描述了你的祭司事工。例如，啟示錄 1：6 告訴我們，
耶穌『…使我們成為國民，作祂父神的祭司….』因此，在 PAIS 的身份
上再加上「祭司」的稱號，你便成了神的兒子、僕人、和祭司。
祭司是代表神向人，以及人向神交通的中間人。彼得這樣寫道：
『你們來
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
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
明者的美德。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
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彼得前書 2：5，9，10）
祭司必須與神接觸，所以他必須是聖潔的。我們得以稱義並不是因為我
們遵守了某些誡命，而是因為基督住在我們的心裡，成為我們的義，使
我們得以成聖。信徒服事的時候，他便是一位祭司，穿著王室裡的衣袍。
你是一位祭司，也就是說你不斷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把人帶到神的面
前，也把神帶到人前。美國德克薩斯州西部一位年老的牛仔曾經對著一
群牧師說：
「如果神呼召你作祂的僕人，就別貶低自己，只願作一國之君
或總統！」我們藉著神聖靈的恩賜，一手與神接觸，另一手扶持著跌倒
的弟兄；如此服事神，難道這不是最有永恆價值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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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今
讀

第三天
課：邁向成熟
天：認識裝備年
提摩太後書 2：15

提摩太後書 2：15 的譯意為『要努力、在神面前作一個經得起考驗、問
心無愧的工人，正確地講解神真理的信息。』

評估，並且了解神國度裡的生活。在【新移民手冊】之後另外有許多個
「站」是要裝備你去帶領那些對福音有興趣、和無興趣的人們信主。
你本身必須列出一系列的目標，計劃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完成各項訓
練。你要對個人所委身的事做好安排，並且把「裝備年」放在首位。這
樣，你做為一位 PAIS 的服事便會更加有效，而慢慢的，你便能發掘出
神所為你預備的特別事工。

100 成為小子

你在神國度的生命裡最為重要的事，便是接受裝備以使你的服事更加有
效。我們已經明白細胞小組是神的其中一部份精兵。因此，剛加入的新
兵首先要接受基本的軍訓。
我曾多年在一個小鎮的聖經學院執教。那小鎮上有一所軍人的基本訓練
學院。我經常在亞特蘭大搭乘飛機到那裡去；通常飛機上只有一兩位平
民，而其餘的乘客都是要到這所軍營去的許多年青男女。他們的外表真
可說是「一團糟」！長頭髮、滿臉鬍子、發出異味的衣服等等，都是他
們的特徵。
當飛機由那小鎮飛離時，機上也是載滿了軍人。不過，這一次這些年青
人在受過幾個月的基本訓練後，被差派到另一個訓練地點去。我見他們
個個都變了一個模樣！他們穿著整齊的軍裝、剪短了頭髮，所表現出的
威嚴叫人肅然起敬。這和未受訓之前比較起來，簡直是判若兩人。

「裝備年」的旅程中共有兩個途徑。第一、是【環遊新約】及【環遊舊
約】（Cover The Bible），目的是讓你對聖經的六十六卷書有一個完整的
概念，包括每日花五分鐘聽錄音帶講解，並且完成約三頁的學習作業。
只需一年，你便能對這部世界上最偉大的書籍有全面的了解。

102 信而

202 靈程

受洗

指引

成為
小子

103 靈修
禱讀

101 生命

203 基要

抉擇

真理

303 權能
佈道Ⅱ

成為
少年

104 加入小組

204 全人

及教會

救贖

300 成為父老

軍隊在戰場上打仗時，必須確保其左右兩旁的人值得信任，才能並肩作
戰。當一個人的生命面臨危機時，他就必須靠周圍其他的部隊相助！
因為這個緣故，你必須向主作出一個承諾：
「要努力、在神面前做一個經
得起考驗的人...」在細胞小組教會裡，裝備工人服事是一件非常嚴謹的
事。經過了多年的研究和改進，「裝備年」的訓練可說是相當完整的。

200 成為少年

201 全新
生命

400 成為工人
302 新約

402 舊約

經卷

經卷

成為
父老
304 國度
移民

301 權能

403 組長

佈道Ⅰ

訓練

成為
工人

401 靈力
事奉

404 宣教
植堂

第二個途徑包括【新移民手冊】
。它是要幫助你對本身的價值系統逐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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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第四天
本
課：邁向成熟
今
天：成為一名守望者
讀

羅馬書 12：10、16；13：8；14：13；15：7、14

『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
此勸誡。』（羅馬書 15：14）
這句經文是細胞小組「守望者與被守望者」事工的聖經根據。因為我們
都需要別人的幫助才能成長，因此我們教會便設計了一種「單對單」的
守望關係，稱為「守望者與被守望者的關係」。

「被守望者」是指在步入服事的旅程時，接受細胞小組內其中一名成員
守望的一位信徒。
「守望者」則是那位願意負起守望責任，鼓勵及幫助小
組內的另一名成員的人。每一名守望者本身也是一位被守望者。
加入細胞小組的同時，你就是一名「被守望者」
。在閱讀【新移民手冊】
時，你便經常和「守望者」在一起討論分享。現在你就快要完成這份材
料了。若你能在完成之後，作一名「守望者」使用這同樣的材料去幫助
另一個人成長，將會使你本身受益無窮。因此你和別人之間，會有一條
用愛與服事形成的活鏈把你們串連起來。每一位基督徒都應該定意作一
名「被守望者」和「守望者」
，同時扮演兩種角色。你的細胞小組組長會
在適當的時機讓你作一位「守望者」
。要接受這個服事，這是你的福氣。

當「守望者」能使你成長
作一位「守望者」對你本身屬靈生命的成長是很重要的。為了在基督徒
的生命上成長，你必須學會在從別人處受益之後，把所得到的分享給別
人。再說，幫助別人也是細胞小組生活很重要的一環，因為細胞小組的
生活是以組員間的關係所組成及維持的。這種守望方式能夠確保那些缺
席或犯罪的組員直接得到組內成員的照顧。當你在幫助「被守望者」時
發覺自己需要別人從旁協助，你的「守望者」會即時在你的服事上給予
支持。

當「守望者」不是當指導
9

「守望者」的主要責任是建立關係。他不是一名指導員，只是一位關心
的朋友。
「守望者」與「被守望者」之間必須經常交通，而且必須在細胞
小組聚會以外的時間裡。你們要選擇一個對彼此都方便的時間與地點，
必要時也可以用電話聯絡。

「守望者」與「被守望者」關係的一些建議
1.
2.
3.
4.
5.

在禱告、出席細胞小組和崇拜聚會等事上彼此勉勵。
協助彼此花時間到「聆聽室」去禱告。
鼓勵「被守望者」完成「裝備年」的行程。
彼此相助，一起去探訪未信的朋友。
當「被守望者」參與「叩門、開門」的訓練時，和他一起去探訪那
些對福音已開放的 A 類未信者。然後，一起在分享組和目標小組裡，
向對福音未開放的 B 類未信者傳福音。
6. 定下目標，每六個月帶領一個人信主。花時間為未信的家人和朋友
禱告。總要記得信徒的最重要職責，是帶領失喪的靈魂歸主。

在細胞小組的祈禱鏈上作一個環結
「守望者」與「被守望者」藉著小組的祈禱鏈，和組內的其他成員得以
相連繫。當有人需要關懷或有任何需要時，便可以藉著祈禱鏈來傳達。
若其中一位組員的生命裡發生了緊急的需要，只要打一通電話給他的「守
望者」便能牽動整條祈禱鏈，通知小組裡的每一個人。作為一位事工隊
的牧師，我常常在接到緊急電話趕到醫院時，發覺有幾位細胞小組的組
員已經在那裡了。我們對旁觀的未信者所能給予的最有力見證，便是我
們彼此之間 Agape 的愛和關懷。曾經有一位名叫萍妮的來信者，在看見
當時的細胞小組後說道：
「你看，他們彼此多麼相愛，甚至願意為彼此做
任何事！」

祈禱鏈把「守望者」與「被守望者」串連起來

『你們在祂裡面也得了豐盛。
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歌羅西書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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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第五天
本
課：邁向成熟
今
天：莊稼成熟了—你的大使命
讀

馬太福音 28：18-20；使徒行傳 1：8；羅馬書 15：19-23

仔細讀完以上各段經文，然後思想下述各點：
1. 耶穌已經把使萬民作門徒的職責交托給每一位神的兒女。這當然包
括了你在內！我們最大的任務是要帶領未信者進入神的國度。聖經
裡的「國」這個字眼是指民族，而不是指各個不同的地理區域。因
此，這個「國」字可以指廣東人、客家人、回族、蘇丹人、烏茲別
克人、蒙古族、等等。撒但深知當這世界上所有的國（民族）都聽
見神的福音時，一切都將結束。於是，牠企圖把人類囚禁在他們本
身的文化監獄中。今日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地區沒有人在那裡為基督
作見證，我們有責任把福音傳給這些未得之民。
在使徒行傳 1：8 裡，耶穌告門徒要從他們的所在之地耶路撒冷開始傳福
音作見證。然後，再到猶太去；猶太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區。
接著，他們要到鄰國撒瑪利亞去；當時住在撒瑪利亞的猶太人是非常鄙
視撒瑪利亞人的。最後，他們要到地極去傳福音。這項任務並不只是頒
給主的幾位門徒而已，而是給當時和耶穌在一起的所有信徒。

既然這項大使命包括了你和我，請按著以下所列出的地區，寫下
相當於你本身的族群名稱：
耶路撒冷（你所住的城市）：
猶太（附近的地區）：
撒瑪利亞（鄰國）
：
地極（在你所住的世界的另一端的城市）
：
你是否知道神可能會差派你到另一地方，去把祂的愛帶給那些未得之民
呢？祂或許真的會那樣做！那個地方也許只在咫尺之內、也許很遠。你
願意去嗎？例如，單單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這個地區就有九十二
個不同的族群，而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從未接觸過基督徒。
新加坡有一個細胞小組看見離他們居所不遠的一座高樓住著許多人口，
於是便開始經常到那裡去探訪。不久之後，便在他們的「猶太」地方成
立了另一個細胞小組。
11

另一小組則到一較遠的地區，大約需要一小時的汽車行程，那裡沒有認
識的基督徒，他們把它稱為他們的「撒瑪利亞」
。小組常在週末到那裡探
訪、和那裡的居民交談，並且開始有一個福音性的小組聚會。他們很快
便看見有人信了主，於是便在那裡建立一個新細胞小組。他們知道細胞
小組教會並不受地理區域的限制。因為它是一種運動。
新加坡的堅信浸信會（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有一對夫婦張志
遠和路比。張志遠在教會擔任北區的區牧，他所牧養的區域倍增至有一
千人參與在細胞小組裡。之後，他和太太兩人便到香港去開植另一所細
胞小組教會。他們把原來在家鄉細胞小組教會的服事擴展到「地極」去。
細胞小組教會的成員把福音傳到許多偏遠之地，在世界許多地方建立新
的細胞小組教會。他們也都是些像你一般的人！
2. 為基督得人的職務是永無止盡的。保羅在他事工的末期回顧自己所建
立的教會，覺得非常滿意。他說：
『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
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羅馬書 15：19）然而他還有一個未達的目
的地：西班牙，也就是他的「地極」。
保羅說：『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羅馬書
15：20）他如此說並不是因為他是個「特殊的基督徒」其實這句話也應
當是我們每人心中的負擔。
細胞小組教會裡的信徒對於這項使命可以透過兩種途徑來實現。第一、
和細胞小組的其他成員一起積極的帶領未信者歸主，並且定期倍增成
長。第二、細胞小組組員個別受神呼召，去向他們周圍的社區傳福音，
並參與作導師，然後作地區牧者服事。第三、則是神呼召某些人為細胞
小組的宣教隊，到「地極」去開植教會的事工。
當以上事工實現時，我們在這份差事上便有第四種可參與的途徑；就是
在神所交給我們的管家職份上忠心盡職。我們都是神的管家
Oikonomos，「按時分糧」給神所差派去擴展細胞小組教會的服事的信
徒。有一名小組成員說過：
「我學會過著簡樸的生活，以使別人能因此而
得以生活。」

再用幾分鐘時間重讀今天的各經文。然後到「聆聽室」去，聽聽
你的主要你去做些什麼。把你的個人感想寫在下述空白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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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答案：
1. 小組教會背後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答：a. 裝備每一位信徒成為父老，成為守望者，能傳福音。
b. 使每一個人都能成為服事的人。
c.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 在經過這十一週的課程裝備，想必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都有很大的收穫，請在下週小組聚會中，預備作一些心
得的分享，並且複習這十一週的問題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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