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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DNA 組長基礎訓練  

2019 DNA Leaders Basic Training  
September 15 - October 13, 2019 

10:45am – 12:15pm 

9711 Chapel 

 
 

 

# Date 課題 Topic 

 

1 9 月 15 日 如何建立屬靈操練 How to Establish Spiritual Discipline 

 

2 9 月 22 日 如何成為一個有果效的領袖 

 

How to Become an Effective Leader 

 

3 9 月 29 日 如何建立健康小組 How to Build a Healthy Small Group 

 

4 10 月 6 日 如何彼此鼓勵 How to Encourage Each Other 

 

5 10 月 13 日 如何帶領查經 How to Lead Bible Study 

 

 

Notes & recordings will be available for your review via: 

http://rhcccm.com/portfolio/2019-sgl-training/ 

 

 

 

 

 

  

http://rhcccm.com/portfolio/2019-sgl-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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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如何建立屬靈操練 

Lesson 1: How to Establish Spiritual Discipline 

 

You cannot get second things by putting them first; you can get second things only by 

putting first things first. (C.S. Lewis. God in the Dock)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 馬太福音 33:6  ）本釋新(  

耶穌的安靜獨處 (Solitude) 

● 53:1可   

● 太 14:22-23  

● 太 6:6-13 

● 太 26:36-46 

 

不是 是 

發呆 (Spaced out) 

倒空 (Empty out) 

被充滿 (Be filled) 

聆聽 (Active listening) 

等候 (Wait in expectation) 

 

退省的韻律 (The Rhythm of So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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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一靜 Daily Solitude  

● 每天早起半小時，以鬧鐘提醒自己早睡 

● Lectio Divina (Holy Reading):  

1. 放鬆。深呼吸 Relax and take few deep breaths  

2. 祈求聖靈引導 Invite the Holy Spirit to come into your heart. 

“求你開我的眼睛， 使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 篇詩  81:911  VNC  

3. 以敞開的心慢讀：一字一字地讀，如果現在你的心仍在向外奔馳，或你習慣速

讀，可能會困難。慢！慢！慢！若覺得開聲讀會有幫助，也可嘗試。 

Read slowly. Word by word. If your heart is racing and cannot calm down, 

Read aloud slowly. 

4. 慢慢讀，不斷重複讀經文。不要急於思考和應用經文的教訓，而是在重複中，

讓你的心開放地等候經文向你說話。 

Read slowly and repeat the words. Do not judge and apply the verse quickly, 

just keep on reading and waiting upon his revelation. 

5. 若你感到心靈已被經文充滿，則可停止重複，而跟隨經文所帶來的感動，進入

祈禱。你更可完全靜默，透過經文與神同在，聽主微聲。 

Fill the heart with the Word, let the verse repeats in your heart. You will be 

compelled to pray aloud by using the bible verse. Absolutely meditate upon 

the Word and in the quiet moment, experience His presence, listen to His 

heartbeat and see His smile. 

6. 期待，渴慕神對你說話。憑信心聆聽，並把過程中所領受的感動記錄下來。不

要在內心辯論那是否神的聲音。若有懷疑，可再次聆聽：“主啊，這是你的聲

音嗎？如果不是，求你挪開 

”Anticipating the Lord is speaking to you. By faith listen to the message and 

record the reflection in the journal. If you have doubt that it is the voice of God, 

ask Him immediately, “Lord, is this your voice? If not, please take it away.” 

7. 若感到禱告和聆聽帶來枯竭，或心靈不能再集中，則停下來，為剛才與神共聚

的時間感謝神。然後開始禱讀自選另外一段經文。 

If you feel dried in the prayer and in the listening process, or you cannot 

concentrate, stop and thank the Lord for the past hour. You can choose 

another bible passage and start praying. 

 

 



4                             
  September 5, 2019 
 

Practice：提摩太後書 2:21 – 22 (II Tim 2:21 – 22) 

1. 重複誦念，思想神所重視的，不是器皿大或小，而是器皿清潔或污穢。承認自己的罪，

悔改回轉。請將你的虧欠和認罪，以禱文寫下來。 

Read aloud the message repeatedly; meditate on the fact that the Lord is not 

concerned of the size of the vessel, rather He cares about the cleanliness of the 

vessel. Please confess your sin now and repent. Write down your confession in your 

journal book. Personalize the verse as your own prayer. 

 

2. 請立志向一人和一事，在工作，家庭，或教會崗位中，為主的名，活出公義，信德，

仁愛，和平的生命素質。具體列出。 

Make a commitment for one person and in one thing, at workplace, family, and 

church. In the name of Jesus, live out a life of righteousness, faith, loving-kindness, 

and peace. List out what is your commitment. 

 

3. 請與你的禱告伴侶分享你禱告的領受。Share your reflection and journal with your 

prayer partner. 

     

感謝主的應許，讀約翰一書 1:9. Thank the Lord for His promise and read 1 John 1:9  

 

退省日或營 (Day/Weekend Solitude Retreat) 

● 每 6 至 8 個星期：用一天 / 半天 / 2 小時操練獨處親近主 

● 固定安靜地方 

● 不同資源： 

○ 大自然 (Connecting with the nature) 

○ 閱讀 (Reading) 

○ 寫作 (Writing or journaling) 

■ 向神坦白，認罪，自省 (人際關係) 

■ Are you a human being or human doing? 

■ Let God minister to me! 85% population under constant physical, 

emotional stress for 1-2 years will subject to burn out 

■ Emotion. Beware of anger, fear, and scare 注意自己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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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out your confession and journal. Pray for a prayer partner or 

prayer group and reflect on your security and significance in God or 

in what relationship or in what you do.  寫下靈修日誌，將自己執著的

安全感和自我價值向你的禱告同伴陳訴 

■ Review on yours self-imag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values, life 

present or life commitment, calling or vocation, dreams.反省、檢討，

確認自己的自我，人際關係，價值，委身，使命，目標 

○ 祈禱 (Palm up.  Palm Down) 

耶穌的 24 小時 vs. 我的 24 小時 

● 耶穌時間預算的三大原則 

○ 清楚自己的使命目標 

■ “因為人子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音福加路 01:91  VNC  

○ 明白自己的有限 - 懂得何時要停或退 

■ Time must be properly budgeted for the gathering of inner strength 

and resolve in order to compensate or one’s weaknesses when 

spiritual warfare begins -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Gordon 

McDonald 

○ 分享影響生命，投資永恆 

 

 

10 questions to ask to make sure you are still growing - Are you more like Jesus than you 

were a year ago?  (By Donald Whitney) 

1. 你比以前是否更渴慕神？Are you more thirsty for God than ever before? 

2. 你的愛心是否不斷增加？Are you more and more loving? 

3. 你對神有否更在意或儆醒？Are you more sensitive to and aware of God than ever 

before? 

4. 你是否更被神的話語導引？Are you governed more and more by God’s word? 

5. 你是否對別人的身心靈需要更在意？Are you concerned more and more with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eed of others? 

6. 你是否對教會和神的國度更在意？Are you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church and the Kingdom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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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是否更看重基督徒的靈命操練？Are the disciplines of the Christian lif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you? 

8. 你是否對自己的罪更在意？Are you more and more aware of your sin? 

9. 你是否更願意寬恕別人？Are you more and more willing to forgive others? 

10. 你是否更常享往天國和與主耶穌同在的事？Are you thinking more and more of 

heaven and of being with the Lord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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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如何成為一個有果效的領袖 

Lesson 2: How to Become an Effective Leader  

我是一個領袖嗎?  

 是 - 是由神揀選你作領袖 

o 高升不是從東面來，不是從西面來， 也不是曠野來， 而是由 神

來決定； 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詩篇 7-6:57  VNC  

領導力是甚麼？ 

○ Leadership is a process of influence. Anytime you seek to influence the 

thinking, behavior, or development of people toward accomplishing a goal in 

their personal or professional lives, you are taking on the role of a leader. (Ken 

Blanchard and Phil Hodges, Lead Like Jesus) 

○ 領導力的中心任務是對神的百姓發出影響力，使他們朝向神的目標行進。 

(Robert Clinton, The Making of a Leader) 

 

有果效的領袖 

基督徒領袖是 被神呼召出來 ，用 基督的品行 來領導，並且展現執掌的能力，帶出有果

效的領導作為。(George Barna) 

 

屬世領袖 屬靈領袖 

信任自己 

認識人 

自己作決定 

志高氣大 

自己想辦法 

喜歡指揮別人 

動機在為自己 

依靠自己 

信任神 

也認識神 

尋求神的旨意 

自降為卑 

尋找並且順從神的辦法 

樂於順服神 

動機在愛神愛人 

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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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有關領袖的教導 (太 20:25-28) 

領袖 vs 僕人 

o “要成為真正偉大的領袖,不是靠著壓抑別人來服侍自己,乃是靠著以無私的

心去服侍別人” 

o "誰甘願為那要求他全心服從的大目標而吃苦，誰就真正有作領袖的資格"  

彼得談的屬靈領袖資格 (彼得前書 5:1-7) 

我這同作長老，也是為基督受苦作見證，又是同享將來所要顯現的榮耀的，勸你們

當中作長老的： 
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的 神的羊群，按著 神的旨意看顧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不是因為貪財，而是出於熱誠； 
3 也不是要轄制託

付你們的羊群，而是作他們的榜樣。 
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定得著那永不

衰殘的榮耀冠冕。5 照樣，你們青年人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各人也要彼此以謙

卑為裝束，因為“ 神敵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6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

在 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7 你們要把一切憂慮卸給 神，

因為他顧念你們 

DNA 團隊領袖必須具備的品格、條件 

 

(1) 是屬靈領袖, (2) 已是教會會員及參加 101 及 201 班等課程, 及 (3) 竭力追求和持守: 

a. F.A.S.T. 

 Faithful    對主忠心、對人忠誠 （約 10:11-14） 

 Available     擺上時間、合乎主用 （賽 6:8） 

 Accountable   盡忠職守、互相扶植   (加 6:2) 

 Spiritual Maturing  讀經祈禱、靈程日進 （約 15:5-10） 

 Teachable   虛心學習、謙卑受教 （箴 18:12）  

 

A person involved in a process of influencing and developing a group of people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 purpose by means of supernatural power. 

(J.W. McLean and William Weitzel, Leadership: Magic, Myth or Method) 

Person - 神所揀選的我和你 

Process - 耶穌的榜樣（可 3:14-15） 

 時常陪伴在一起 

 裝備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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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 耶穌服侍人的榜樣 -（約 13:1-17） 

Purpose 

● 門徒網絡事工 (Disciple Network Associates Ministry) 

○ 異象 / Vision﹕  

 我們深信神呼召每個信徒在一個真誠無偽的群體中成長，活出使命人

生。  

 God calls us to belong to an Authentic Biblical Community living out 

a Purpose Driven Life (ABC-PDL).  

○ 使命 / Mission﹕  

 門徒網絡事工致力建立門徒隊工，讓生命得以更新。  

 DNA exists to build a network of disciples that engage in life 

transformation 

Power - 神的同在 

 約瑟的例子（創 39:2-４） 

 摩西的例子（出 3:11-12） 

 約書亞的例子（書 1:6-9） 

 大衛的例子（撒下 5:10） 

 希西家的例子（王下 18:5-7）  

 約沙法的例子（代下 20:15-17）  

 剛強壯膽，信靠順服 

 愛慕主語，遵行主道 

DNA 小組及組長指引 (DNA 事工手册 第 10-11 頁)  

小組 (Small Group) 

 小組是在特定的時間內,面對面聚會,有共同的目的,以聖經真理為基礎,不斷追求屬

靈生命的成長。小組不要以活動為中心,失去以聖經為基礎之屬靈特性;也不要衹有

聖經知識的供應,而缺乏生命與生活的操練。組長雖然接受神的呼召作一個帶領者,

並不代表凡事上都比組員强,他/她需要組員的支持及代禱,同心活出彼此相愛的見証。 

小組聚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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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激勵,實踐五個使命: 

 期望每位信徒渴慕及實踐聖經真理,生命有改變(Life Transformed),更像主基督

(Mature)。 

 小組以聖經為基礎,建立成一個真誠無偽的群體 (Authentic Biblical Community) 

 栽培更多屬靈領袖(Training New Leaders to Serve),不斷繁殖小組(Birthing)。 

 讓更多未信朋友透過小組內信徒的愛心見證,認識基督。 

小組組長使命 

 鼓勵組員,與神建立個人關係。 

 帶領及推動使命人生的小組聚會(Purpose driven)。 

 鼓勵組員出席中組聚會。 

 關懷及顧念各組員的需要,留意組員間的友誼。 

 發掘組員的屬靈恩賜,按著小組進度,邀請組員成為 5 Purposes 大使。(如:敬拜大使,

靈修大使,關懷大使,外展差傳大使等) 

 推動組員向未信者傳福音。 

 務必定時参加組長查經預習和關顧聚會 (Bible Pre-study & Huddling)。 

 參與 DNA 部所提供的 Rally 及各項培訓。 

 每年提交最新組員聯絡資料, 並簡報小組動向  

 發掘具有恩賜之組長學徒 (Small Group Leader Appren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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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如何建立健康小組 

Lesson 3: How to Build a Healthy Small Group 

 

聖經中的小組 

摩西設立十夫長、百夫長 

「第二天， 摩西 坐着審判百姓，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 摩西 的左右。 摩西 的岳父看見他

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說：「你向百姓做的是甚麼事呢？你為甚麼獨自坐着，眾百姓從

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摩西 對岳父說：「這是因百姓到我這裏來求問神。 他們有

事的時候就到我這裏來，我便在兩造之間施行審判；我又叫他們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 

摩西 的岳父說：「你這做的不好。 你和這些百姓必都疲憊；因為這事太重，你獨自一人

辦理不了。 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神與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

前，將案件奏告神； 又要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們當行的道，當做的事； 並要

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

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 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裏，

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 你若這樣行，神也

這樣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歸回他們的住處。」 於是， 摩西 聽從

他岳父的話，按着他所說的去行。 摩西 從 以色列 人中揀選了有才能的人，立他們為百

姓的首領，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 他們隨時審判百姓，有難斷的案件

就呈到 摩西 那裏，但各樣小事他們自己審判。 此後， 摩西 讓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

去了。」（ 記及埃出  72-31:81  ) 

耶穌設立十二門徒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裏。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

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並給他們權柄趕鬼。」 ( 音福可馬  51-31:3  ) 

 

耶穌挑選十二門徒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

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音福加路  3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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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會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 門徒 約添了三千人，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

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信的人都在一

處，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

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

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 74-14:2  ) 

反思 : 

作為小組組長，經歷了神的恩典，又領受了神以上關於團契小組的教導，你對小組有沒有

新的體會呢？ 

什麼是小組？ 

什麼是小組?  What is small group?  

 A small group is a weekly gathering of three or more people who meet in a home, 

school, or workplace. They hang out, study the Word, and pray together.  Groups 

come in all shapes and sizes – married couples, singles, men’s, women’s, kids, 

no kids, workplace, under 20, over 40 - the list goes on!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n 

life,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group of people you get together with on a weekly basis 

to study God’s Word and have fun!                                       

(Rick Warren; “ What is Small Group?”) 

 小組是在特定的時間內,面對面聚會,有共同的目的,以聖經真理為基礎,不斷追求屬靈生

命的成長。小組不要以活動為中心,失去以聖經為基礎之屬靈特性;也不要衹有聖經知

識的供應,而缺乏生命與生活的操練。組長雖然接受神的呼召作一個帶領者,並不代表

凡事上都比組員强,他/她需要組員的支持及代禱,同心活出彼此相愛的見証。                                                             

(RHCCC; DNA guideline) 

健康小組的標記 (使徒行傳 2:42-47） 

1. 一同研讀聖經 （遵守使徒教訓） 

2. 一同分享生命 (彼此交接） 

3. 一同紀念主耶穌 (擘餅) 

4. 一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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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同敬拜 (讚美神） 

6. 一同為主作見證 (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7. 一同慷慨服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Rick Warren; "Seven Marks of a Healthy Small Group" ) 

一同、合一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

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

話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

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

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

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翰福音 17:11-23） 

反思： 

1. 為什麼要「一同」？ 

2. 我的小組健康狀況如何？ 

如何建立健康的小組？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

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

基。」（ 書前多林哥  11-01:3 ）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音福太馬  52-42:7  ) 

如何建立健康及屬靈成長的小組？ 

1. 追求生命改變: 從聖經真理，學習仿效耶穌基督，讓聖靈工作，使小組成員有生命

成長。 

2. 門徒訓練和組員關顧：兩者兼顧。「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帖前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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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真誠無偽的關係：若果只是為了保持良好的友誼闗係，不敢用愛心說誠實話，

彼此問責 ， 是很難有屬靈成長。 

4. 處理小組成員的紛爭和不同的意見：「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

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

步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

掉；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

樣。」( 書所弗以  23-52:4  ) 

5. 鼓勵服侍神和人：若果組員只顧及追求聖經知識，或單為自己及自己所愛的人禱告，

忘記要謙卑服侍和愛其他人，也是很難有屬靈成長。 

6. 諦造一個有愛和包容的小組環境：開放小組給其他弟兄姊妹及尋道的朋友。(open 

chair policy)「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53-43:31  ) 

(Bill Donahue; "Leading Life-Changing Small Group" ) 

反思：你可否想到一些實際行動在小組推行呢？ 

 有效的小組 和 無效的小組 

  

有效的小組 無效的小組 

目標清晰，並且能使個人目標盡量與全組目標

互相配合而作出修改；目標是集體訂定的。 

組員接納既定的目標；目標是由精英訂定。 

溝通是雙向的；強調意見和感受均需坦誠而準

確地表達出來 

溝通是單向的；只有意見被表達出來，感受

則被壓抑或忽略。 

參與和領導小組的機會平均分配給所有組員；

強調目標的達成內部的維繫和發展的轉變。 

影響力和權力由職位來決定；權力集中於權

威的職位上；順服權威是小組的規則。 

決策過程因應環境而定；在不同情況下使用不

同的方法；對二人決定會謀求意見的一致；鼓

勵參與和小組討論。 

決定是由最高權威作出的；少有小組討論；

組員的參與極少。 

爭論和矛盾是對組員的投入、決策的質素和原 爭論和矛盾被忽視、否認迴避或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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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性，以及小組持續的良好工作有積極影響的

關鍵。 

強調人與人小組及組與組之間的行為；透過高

層次的包容愛心、接納支持和信任而促進團

結；認許個人的獨立性。 

強調組員所做到的功能；忽視團結；組員被

強行管制；高舉 「死板” 的劃一。 

 

難題解決方法的適當性高。 難題解決方法的適當性低。 

組員評估小組的果效和決定改善功能的方法；

認為目標的達成、內部的維繫與發展都是重要

的。 

小組的果效由最高權威來評估，如何改善目

標的達成也是由最高權威來決定；內部維繫

和發展被盡可能忽視；穩定高於一切 

鼓勵有效的人際交往，自我實現與創新。 鼓勵循規蹈矩、四平八穩或一板一眼的“機

械人”。 

 

小組成長的四階段 

 
 

 

 

 

 

 

小組的另兩個階段 

 

Reproduction Stage: 

小組組員增加，並且有訓練組長（apprentice leader), 現有組長或訓練組長離開現有的小

組，另帶一個新組。 

Termination Stage: 

探索期
Forming

成長期
Storming

外展期
Norming

重整期
Performing

經 

關 顧 

使 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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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一個最後的聚會，一同慶賀和感恩，組長鼓勵組員參加其他團契小組，不要停止聚

會。 

 

小組契約 (Small Group Covenant) 

 

We agree to the following values: 

 

Clear Purpose 

To grow healthy spiritual lives by building a healthy small group community 

我們相信健康的小組群體是培植個人屬靈生命茁壯成長的根基。 

 

Group Attendance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group meeting (call if absent or late) 

願意把團契和小組的聚會放在優先位置。(假若遲到或不能出席，我會盡快通知組長) 

 

Safe Environment 

To help create a safe and trusting place where people can be heard and feel loved 

同心建立一個安全互信的環境，讓參與者感受到被接納和被愛。 

 

Be Confidential 

To keep anything that is shared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within the group 

所有的分享絕對保密。 

 

Spiritual Health 

To give group members permission to help me live a healthy, balanced, spiritual life  

that is pleasing to God 

組員間互相幫助，共同建立健康及平衡的屬靈生活，討  神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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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如何彼此鼓勵 

Lesson 4: How to Encourage Each Other 

 
Encouragement (Larry Crabb, Zondervan, 1984) 

相交不只是情感的交流分享，相交一詞源自希臘文 koinonia 這個字，它的意思是我們在

基督裡共同擁有的生命，因此，如果分享感受不是建基於對神的委身和重視他人的利

益，便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樣的分享有時令我們活出自己的老我而不是彼此見證基督。 

 

真正的相交是我們看對方為一個人，一個帶著神的形狀、墮落了卻仍是寶貴的人。鼓勵

他人不止是一個說話的技巧，其實這是一種思想取向，因認識人的寶貴而努力去善待每個

人。 

 

一個鼓勵者是個主動聆聽的人，主動聆聽需要集中精神，引用「無論你想說甚麼，我都有

興趣聽」或「不管你說甚麼，我都會接納你」這些話來表達你有興趣再聽下去。 

 

鼓勵者的心態 

正確的心態而不是技巧的說話。 (箴 10:11; 10:19, 10:20, 10:21, 10:31, 12:18; 15:4; 18:21) 

 

新約聖經關於「彼此」的教導 

· 彼此和睦（可 9:50） 

· 彼此相愛（約 13:34） 

· 彼此親熱（羅 12:10） 

· 彼此恭敬（羅 12:10） 

· 彼此同心（羅 12:16） 

· 不可彼此論斷（羅 14:13） 

· 彼此接納（羅 15:7） 

· 彼此勸戒（羅 15:14） 

· 彼此問安（羅 16:16） 

· 彼此服事（加 5:13） 

· 彼此分擔重擔（加 6:2） 

· 要忍耐，以愛心彼此寬容（弗 4:2） 

· 以恩慈和憐憫的心彼此相待（弗 4:32） 

 · 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唱 (弗 5:19） 

· 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弗 5:21） 

· 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腓 2:3） 

· 彼此教導（西 3:16） 

· 彼些勸慰（帖前 4:18） 

· 互相建立（帖前 5:11） 

· 彼此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 10:24） 

· 不可彼此批評（雅 4:11） 

· 不要彼此埋怨（雅 5:9） 

· 彼此認罪（雅 5:16） 

· 互相代求（雅 5:16） 

· 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彼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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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組長 

每人在生活中都會有恐懼、失望和惶惑的時候，當他人落在痛苦中，我們對他們表示誠懇

的關懷就是給予鼓勵，(箴 18:21) 告訴我們「生死在舌頭的權下」，鼓勵的說話帶來生

命，羞辱和苛刻的說話帶來死亡。 

 

成為一個鼓勵者的要訣 

1. 積極地留心聆聽對方的說話和表示關懷，不要做專家發表意見和給予答案，只需聆

聽。 

2. 讓恩典充滿我們的言語（弗 4:29） 

3. 好言相勸，真理常常不必透過粗魯的方式來表達，保留空間給他人有選擇的自由。

即使他們作了一個不恰當的決定，容許他們對事情承擔後果，神容許人走回頭路。 

 

提防以下的錯誤 

1. 自我保衛，不要嘗試為自己辯護，只要聆聽對方的說話和澄清對方的意思。 

2. 不恰當的幽默、諷刺和批評。 

3. 改正錯誤，不要說他人的感受是不對或不真確的，或說：「你這樣的感受是不應該

有的。」 

4. 魯莽的勸告，不要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勸告他人，這會令彼此的對話就此終結，太快

提出勸告常常忽視了真正的問題。 

 

主要的關顧 

組長的本分是對組員提供平常定期的關注和支持，這是主要的關顧。 

定時為組員禱告 (面見，電話，電郵裡) 。 

 

互相關顧 

組員彼此之間提供互相關顧，這是一個健康的小組的特色，這類的關顧包括為他人代禱 

(Prayer Partner) 、提供膳食給有需要的家庭、開放家庭接待客人、寫問候咭或安慰咭等

等。(加 6:2) 說：「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同時請鼓勵小組一同接受教會關懷部的訓練。 

 

後緩關顧 

你的小組教練（Coach）給你第一線的後緩關顧，如果找不到教練，可以找 DNA 指導

（DNA point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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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情況 

當遇到虐待兒童或缺乏照料兒童、虐待配偶的事件時，要通知你的小組教練。作為一個組

長，你的本分是提供支持和鼓勵給你的組員，然而，你不是一個專業顧問，因你沒有接受

適當的訓練，你不應獨力承擔這個責任。 

 

在以下情況要尋求專業人仕的幫助： 

 嚴重的婚姻問題 

 曾經有虐待他人的記錄 

 沉溺毒品和藥物 

 嚴重的行為性格反常 

 精神異常。 

 

如果你遇到任何以上類似的情況，聯絡你的小組教練和他商議如何處理，共同制定一個方

案去鼓勵組員接受輔導 (Lay Counseling or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或是找尋其他的幫

助。 

 

如何應付危急的情況 

當有人可能會受到傷害時，要立即通知警察，這些危急的情況包括： 

 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發生嚴重的意外或緊急事故 

 有人嘗試自殺或恐嚇要自殺 

 有人威脅要用暴力對待自己或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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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如何帶領查經 

Lesson 5: How to Lead Bible Study 

 
大前提  

 首先餵養你自己；不要只為別人讀經。 

 鼓勵組員積極參與；將自己由「專家」定位為促進學習者。 

 謹記 PLANET 口訣。 

 

PLANET 口訣  

 P = Purpose  清楚查經的目的 

 L = Listen to God and others  聆聽神、聆聽人 

 A = Ask good questions 提出啟發的問題 

 N = Needs  針對組員的需要 

 E = Environment. Provide the right environment  提供適切的環境 

 T = Time control  時間控制要合宜 

 

清楚查經的目的  

帶查經，是為了帶來生命的改變。讓我們求神幫助、引領，看看要達到什麼效果。將目標

撮要成簡單句子。避免純粹深入探討頭腦知識，應用欠奉。 

 

聆聽神、聆聽人  

聆聽十誡： 

 望著講者； 

 詢問講者，澄清內容； 

 詢問感受，流露關懷； 

 重複重點； 

 絕不催促； 

 處之泰然，和顏悅色； 

 不時以點頭、微笑、鎖眉等回應； 

 全神貫注； 

 絕不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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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貼題，直到對方完成為止。 

 

針對組員的需要  

你認識組員嗎？他們有何需要，需要大家關心、代禱？你愈清楚他們的需要，就愈能夠對

他們的心說話。組長指引純粹針對普羅對象，需要稍為剪裁。 

 

提供適切的環境  

八大原則： 

 必須讓大家有時間思考； 

 必須讓大家有安全感，可盡情表達意見； 

 營造氣氛，讓人能夠真摯，否則無法成長； 

 營造環境，讓人可自由提問、回答；鼓勵即時交流；靈活變通； 

 營造氣氛，專注聆聽別人，讓人感到受尊重；若小組能夠呈現尊重、愛心，就能夠建

立互信； 

 讓每位組員都有參與的機會；切忌離題萬丈； 

 當討論進到個人深入層面，不妨考慮將小組細分； 

 遵守、常常重申小組約章。 

 

如何提出啟發的問題  

八大特色： 

 開放式，不設前提，容許不同答案； 

 簡而清，每次只環繞一個主題； 

 不太深，答案也並非顯而易見； 

 有關連、有條理，導向經文的主旨（big idea）； 

 入心坎，帶領組員進入事情的核心（例如：有什麼事情比你與神的關係更加重要呢？） 

 能自省（若堅持己見，會有何得？又有何失？） 

 能引出意見、感受（例如：若有人好像你這樣信耶穌，神會在天上慶祝。對此，你有

何感受？） 

 生活化，幫助組員將自己的經驗連於經文（例如：在這段經文，你對哪一位人物最有

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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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種類 

 

例子 

封閉式問題 

只會令人答「是」甚至不理睬的問題。 

 

 耶穌是否唯一通向神的道路？ 

規限式問題 

就某問題只容數個正確答案。問題本身顯

示你已經有特定的答案。最好用於下列場

合：開始時發掘內容、總結重點、引導交

談，或者著組員返回正題。 

 

 聖經哪些經文說耶穌是唯一通向神的道

路？ 

 耶穌經歷哪三個試探？ 

 耶穌對三個試探的回應，有何共通點？ 

開放式問題 

容許組員就某主題、經文分享任何答案或

相關想法。最好用於小組討論。最能刺激

思考、討論，因為沒有模範答案。 

 

 當我們說耶穌是唯一通向神的道路，為

什麼未信的人會感到冒犯？ 

 你認為這段經文帶出什麼真理？ 

 

如何提出應用的問題  

 要體貼、設身處地。不要令人尷尬。也不要太快提到私人問題。不要突然著令某人回

答問題。 

 慢慢來。首先提出不關乎個人、不令人感到威嚇的問題，然後才朝向個人問題。不妨

用這次序提出應用的問題：他們、我們、我、你。謹記概括的問題（general）有別於

具體的問題（specific）。例如：「我們可以做什麼去榮耀神？」有別於「你打算做什

麼去榮耀神？」有時候，兩種問題都適合。不過，許多時候，問題愈闊愈好。如果你

想單刀直入，不妨向全體組員提出具體的問題，然後讓自願回答的組員有機會回答。 

 

如何提出跟進的問題  

查詢更多資料 

問：當你想起「神聖」，你會想起什麼情景？ 

答：完美無瑕、無與倫比的人。 

問：你覺得這種特質是積極、消極，還是純粹中性、見仁見智？ 

答：嗯…… 或者正面啦，但我猜有少許消極的一面。 

問：可否說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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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加入討論 

問：你認為保羅所講的「不住禱告」，是什麼意思？ 

答：（其中一位組員回答，然後其他組員沉默。） 

問：(1) 有人在嗎？ (2) 其他人呢？有何想法？ (3) 有沒有組員想補充？ (4) Peter，

對於 Mary 剛才所講的，你有何看法？ 

 

邀請澄清 

如果你覺得某人的答案不太清晰，你可以用自己的說話複述一次，看看對方是否這

個意思：「你是否認為，保羅的意思是……」 

 

邀請總結 

你可以邀請一位組員總結剛才 10-15 分鐘的討論。 

「誰樂意總結我們目前得到的結論？」 

「Peter 和 Mary 剛才分享了很好的見地。誰樂意為我們將剛才聽到的內容簡單複

述一遍？」 

 

以問提問 

問：保羅所講的「不住禱告」，你有何看法？ 

答：我真的不知道。可否給我說明？ 

問：請問誰可以解答保羅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