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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教会的主要功能 

 1.崇拜  

 2.教育  

 3.关怀  

 4.宣教 



II . 教会成长的七个路线 

   

辅助 

质的提升 

关怀 

教育 

崇拜 

行政 

海外差传 本地宣教 

国度的拓展 量的增长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1. 同工方面 

A. 资格    

a.受洗，在本会聚会达一年以上者 

b.良善（做人、品格），忠心（做事），见
识（经历、能力）（太廿五：21） 

c.参领袖公约 



本會全體牧師，執事願意靠主守約作眾人的榜樣： 
一、 一定要遵守主日，除非外出、生病或意外。 
二、 一定要有奉獻的心志，事主熱忱，有犧牲的精神。 
三、 一定要每天讀聖經、祈禱並按時樂意奉獻十分之一。 
四、 一定要在婚姻上沒有出錯；配偶也肯同心負軛。 
五、 一定要能教主日學；在屬靈事上能起領導作用。 
六、 一定要有愛人之心，關照探訪會友；凡事作信徒的榜樣。 
七、 一定要參加教會各種聚會，特別是公禱會、查經班等活動。 
八、 一定要在言語上作鹽；不競爭、不作無謂辯論，能勸慰人。 
九、 一定要和牧師、執事及其他領袖合作，彼此謙卑順服。 
十、 一定要有提摩太前書三章一至十節的資格。 

教会领袖公约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1. 同工方面 

A. 资格    

B. 产生方式 

C. 工作职责 

   例：执事会工作职掌   



部门 下设委员会 工作范围 

主席 

 (兼咨询委员) 

执事会，教会行事曆，会员大会，教会事工筹划与协调，
提名新执事，同工退修会，对外联络 

行政 人事委员会 行政，会议记录，电脑资讯处理，网路通讯，秘书，採
购，午餐，音响，摄影 

夏令会 

维修  

总务  

教堂、停车场、庭院景观及相关硬体设备之维修及清洁，
借用教堂、场地或设备之管理及执行，车辆及建筑物之
保险事宜，计划与执行防护保安相关事宜 

基督教教育 教育委员会 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各种训练，延伸课，神学生
基金，图书馆 

英语事工 ECHO Leadership 英语崇拜：大学生，成人 

青少年事工 青少年事工委员会 

青少年服事小组 

青少年事工，家長聯絡，青年短宣 

关怀 爱心基金委员会 新人与会友关怀及探访，各区/团契/小组联络，会员申请，
爱心基金，交通安排 

差传 差传委员会 海外差传，外州宣教，差传年会，海外及外州短宣 

本地宣教 本地福音，佈道会，州内短宣 

司库 财务收支，财务报告，税务，教会预算，银行账户，特
别基金管理 

崇拜 崇拜委员会 主日讲员，主日崇拜，诗班，主日招待，特别聚会，圣
餐，洗礼，翻译，主日节目单，圣诞节聚会，祷告会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1. 同工方面 

A. 资格    

B. 产生方式 

C. 工作职责 

   例：执事会工作职掌 

D. 任期（最好二年以上）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1. 同工方面 

  2. 事工方面 

   A.订定目标— 例一：五年五化 

崇拜活泼化 团契小组化 关怀落实化 

教导系统化 宣教全面化 

     —例二：842计划： 

2008 崇拜年：提升品质  荣耀归主 

2009 教育年：紥根真道  同被建造 

2010 宣教年：放长绳子  扩张帐幕 

2011 关怀年：爱神爱人  同心同行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1. 同工方面 

  2. 事工方面 

   A.订定目标  

   B. 拟定策略  

 2010年宣教年 

 2011年关怀年 

   C. 具体方案  

 a. 例：宣教年 



2010年宣教事工的展望  

 2010年教会推动的主题是“放长绳子，扩张帐幕”，
我们期盼新堂建好之后，可以担负更多传福音的
使命。  

一、本地宣教 

1. 善加利用新堂的资源，定期举办“福音讲座”，例
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如何理财、如何报税、
健康讲座……等等，达到福音预工的效果，再安
排佈道会作收割的聚会。 

2. 支援本地宣教事工，如组福音队参与校园福音事
工，鼓励慕道友参加福音营。 

3. 每人立志今年至少领一人信主。 

 



2010年宣教事工的展望  

二、海外差传 

1. 筹组福音队，与牧者配搭在海外作短期宣教，操
练自己也给当地教会带来帮助。 

2. 继续参与海外教会领袖培训，建立当地牧者正确
牧养的观念，进而建立更健康的教会。 

三、其他 

1. 每月第三週的週报继续刊登宣教士与宣教机构的
代祷事项。 

2. 每月有一次教会的祷告会特别为宣教士与宣教机
构代祷。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1. 同工方面 

  2. 事工方面 

   A.订定目标—  

   B. 拟定策略  

 2010年宣教年 

 2011年关怀年 

   C. 具体方案  

 a. 例：宣教年 

 b. 参见年度事工计划表 



活水福音教會二O一O年行事曆  
一月Jan.  
中文堂 (Chinese Service) 
1. 1/02: 執事會 BOD meeting 
2. 成立十周年特刊编辑委员会Establish 

Church’s 10 Year Anniversary Issue 
Editorial Board 

3. 1/10: 团契(区)/小组同工联席会议 
Fellowship (Region)/Small Group 
Leaders Meeting 

4. 1/10: 新任執事就職禮 Installation of 
Deacons 

5. 1/15: 全教会联合团契活动，锺牧师将以
“团契的建立”为题，作专题讲座 
Combined Fellowship Gathering 

6. 01/31: 关怀同工培训Caring Co-worker 
Training  

7. 開始對宣教士宣教機構2010年的財務支持  
Start the support for missionaries 
and mission organizations 

8. 開始推動2010年的短宣計劃（組隊及訓練
）Promote 2010 short term missions 

 

 
英文堂 (ECHO and Youth) 

1. 1/01 – HS Reflection Night 

2. 1/08 – HS Family Groups 
Restart 

3. 1/10 – Town Hall Meeting  

4. 1/16 – Echo M100 Class 

5. 1/17 - Marriage Matters 

6. 1/22- HS Game Night 

7. 1/24- HS Sunday School 
Genesis Final  

8. 1/24 - LWEC Leadership 
Meeting 

9. 1/24 - 4/25 – Financial 
Peace Class 

10. New HS Youth Worship 
Team members 

11. Praying for Summer 
Mission Opportunities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1. 同工方面 

  2. 事工方面 

   A.订定目标 

   B. 拟定策略  

   C. 具体方案  

   D. 定期评估、修正 

   E. 沟通宣导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质的方面： 

 1. 崇拜的意义 

 2. 崇拜的内容 

  A. 敬畏神的荣美（赛六：1-4） 

  B. 寻求赦罪经历（赛六：5-7） 

  C. 回应神的使命（赛六：8） 

 3. 崇拜的生活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质的方面： 

 1. 崇拜的意义 

 2. 崇拜的内容 

 3. 崇拜的生活 

 4. 崇拜的程序   



1.序乐：提醒人安静，默祷，预备心朝见神。 
2.宣召：向会众宣告崇拜开始，会众应如何敬拜神。 
3.唱诗：藉诗歌向神表达尊崇、爱慕与委身。 
4.祷告：向神讚美、感谢、认罪，並求神的临在、赐      
               福。 
5.献诗：由诗班引领会众敬拜、讚美神。 
6.讲道：传道人藉著研经，传达神的心意。 
7.献祷：感谢神的供应、保守，並表明愿遵守神的定 
               规，奉献金钱，发展圣工。 
8.报告：欢迎新朋友，並藉著消息之报导，会众可以了 
               解教会事工及肢体的需要，並在週间代祷。 
9.三一颂：向三一神发出讚美，荣耀归主。 
 10.祝福：牧师替人向神祈求，赐福给会众。  
 11.殿乐：礼毕后，众人带著喜悦与信心离开会堂，回 
               到家庭、社会，继续为主而活。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质的方面： 

 1. 崇拜的意义 

 2. 崇拜的内容 

 3. 崇拜的生活 

 4. 崇拜的程序 

 5. 崇拜的同工 

   



 A. 领会方面 
     守则 
    1.事先預備．臨時應變  
      2.和藹可親．控制得宜  
      3.有條不紊．進行緊湊  
    4.熱忱細心．指揮若定 
    5.聲音嘹亮．宣告清晰 
    6.穿著整齊．磊落大方 
  



 A.领会方面 

    职责 
    1.掌握聚會之進度 

    2.充分預備，安靜，要把會眾引入各節目的 
        思想中 

     3.任何報告應莊重、清楚 

     4.禱詞或報告應以“我們”為宜，而不用"我" 

     5.事先訪問新來講員，並簡單介紹 

     6.為講員預備詩本、週報，並介紹入座 

     7.介紹第一次來的朋友並表示歡迎 

     8.非不得已不要請假；若請假，應事先知會崇 
        拜執事或秘書請人代理，不要私下更換 



 B. 领唱方面 
  宣召：1.唸幾段經文，提醒會眾用正確的態度來敬 

         拜 
     2.聲音須宏亮、喜悅、熱情與莊重 
  讚美：1.自己先熟悉歌詞並瞭解歌詞意義，試表達 

        其意境 
     (站立)2.選擇的詩歌以讚美神的屬性、彰顯神的榮 

        耀為主(神的創造、公義、慈愛、信實……) 
     3.以兩首為宜,(若選新歌以一首為宜),使會 

        眾能熟悉曲調，溶入感情、放聲而歌 
     4.在轉換詩歌時不宜中斷,可由幾句激勵、提 

        示的話語或由琴聲作串連 
    5.帶領會眾唱詩，指令要明確，若有指揮手 

        勢節奏要清楚(動作不宜誇張) 
     6.預令、動令請用「第一節,請」。前兩首唱 

        畢後,領會者可在此作敬拜、感謝的禱告(禱 
        告內容不宜過長,有重點) 



 B. 领唱方面 
  禱告：應包括讚美、感謝、認罪、祈求 
   讚美：(坐下)以較慢的默想詩歌，安靜準備領受信 

       息 



 C. 司琴方面 
  1.需尽早预知诗歌，並提早练习 
  2.以序乐帮助会众安静默想歌词，或用乐器  
       引领会众预备心进入崇拜 
  3.前奏必须明确引导会众齐声唱诗 
  4.要注意领唱的手势或宣佈，配合领唱的速 
       度与节奏 
  5.必须於聚会前30分钟抵达会场，安静心预 
       备 
  6.彼此问安时可弹奏一首短歌，增进融合气  
       氛 
  7.序乐宜选较慢曲子，带领会众安静；殿乐  
       则宜选较活泼诗歌以激励会众 

 



 D. 诗班方面 
  1.自己仍是与会崇拜者，不是表演者， 

    因此必须与会众同声讚美 
  2.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务必於聚 

    会前40分钟到达会场发声练唱 
  3.穿著端庄整洁 
  4.服从指挥，接受教导 



 E.招待方面 
    招待的工作使命 
    1.維持崇拜秩序、保持會場安靜 
    2.接待來賓(新朋友或會友)，表示歡 

     迎，使之感到親切 
    3.分發週報 
    4.清點人數   



 E. 招待方面 
    招待的工作職責 
   1.崇拜前30分鐘到達會堂。預備 

      心，掛上名牌 
   2.準備妥當各樣所需物品：如來賓 

      資料卡、週報、筆 
   3.會前10～15分鐘站在指定位置分 

      發週報 
   4.提醒或引領會友往裡、往前坐。 
   5.若聚會已開始，請遲到者稍待片 

      刻，待禱告完畢後再領入座 
     



 E. 招待方面 
    招待的工作職責 
   6.會前，若發現是新朋友，可先填 

      寫來賓資料表。在講道後禱告 
      時，交給領會介紹。若在會場中 
      自我介紹者，則在他介紹後再填 
      寫，並取回來賓表 

   7.講道開始後(約11：00)，清點人 
      數，並將人數登錄在陳列檯的紀 
      錄表上，交給相關同工 

   8.影印來賓資料兩份，一份交予同 
      工，一份交給牧師   



 E. 招待方面 
    招待應有的態度 
   1.服裝要整齊、清潔、端莊得體 
   2.要友善、熱情、誠懇 
   3.面帶微笑,歡迎每一位赴會者,不 

      可厚此薄彼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三、教育： 

 1. 圣经依据：太廿八：19-20 

 2. 执行教导之目标：  

  A. 建立正确属灵观 

  B. 造就事奉的人才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三、教育： 

 1. 圣经依据：太廿八：19-20 

 2. 执行教导之目标  

 3. 执行教导之责任   

  A. 培养生命的学习 

  B. 培养实践的学习 

  C. 培养谦卑的学习 

  D. 培养持恒的学习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三、教育： 

 1. 圣经依据：太廿八：19-20 

 2. 执行教导之目标  

 3. 执行教导之责任   

 4. 推动教育的策略与方案 



    策略           方案 
A.拟定课程  1.一垒：清楚救恩 
    2.二垒：圣经知识 
    3.三垒：生活教导 
    4.四垒：事奉训练 
B.遴选师资  1.教师推荐，经教育委员会通过 
    2.每课设立一位助教，培养师资 
    3.信徒自荐（需先交授课大纲，经 

                      教育委员会通过） 
C.建立制度  1.实施点名(缺席三次，该科不予计分) 
    2.建立学员档案 
    3.区分初、中、高三级 
    4.定期公佈修满学分名单，並给予表扬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三、教育： 

 1. 圣经依据：太廿八：19-20 

 2. 执行教导之目标  

 3. 执行教导之责任   

 4. 推动教育的策略与方案 

 5.  课程内容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号  课程名称  

第一类  
初信入门  

101  基要信仰  102  初信造就  

103  讀經法  104  作門徒的意義  

第 二 类  
圣经知识  

201  舊約歷史 ( 上下 )  202  新約概論 ( 上下 )  

203  摩西五經  204  詩歌智慧書  

205  大先知書  206  小先知書  

207  聖經單卷選讀(1-66) 208  四福音合參  

209  保羅書信  210  一般書信  

211  監獄書信  212  教牧書信  

213  希伯來文化  214  聖經背景  

215  舊約綜攬  216  兩約之間  

217  認識聖經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号  课程名称  

第 三 类  
生活应用  

301  基督教倫理學(上下)  302  基督化家庭  

303  夫妻關係  304  如何教導子女 

305  交友 戀愛與婚姻  306  真正的男人 ( 上下 )  

307  從聖經認識女性  308  基督徒的社會觀  

309  輔導與協談  310  如何成為稱職的教師  

311  基督徒品格  312 基督徒生活 

第 四 类  
神学训练  

401  個人佈道  402  領袖訓練  

403  小組 同工训练  404  宣教學  

405  教會管理與增長  406  講道法  

407  系統神學 ( 上下 )  408  崇拜學  

409  教會歷史 ( 上下 )  410  舊約神學  

411  新約神學  412  護教學  

413  宗教比較學  414  釋經學  

415  末世論  416  創造神學與科學  

417  中國教會史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三、教育： 

四、关怀： 

 前言：戴高帽的人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1.关怀探访的种类 

 A. 新朋友探访：刚搬迁来此，或初   
    到教会参加聚会者。 

 B. 一般性探访：例行性探访，表达 
   教会关心，给予灵性上的激励。 

 C. 特殊性探访：冷淡退后、重病、 
   生产、夫妻冲突，儿女问题。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1.关怀探访的种类 

    2.关怀探访的重点  

        A. 拉近对方与教会的距离，代表教会表 
    达关心之意。 

         B. 坚定对方的信心，建立对神，对教会 
    的正确态度。 

         C. 化解误会，鼓励对方对教会的决策、 
    会务的支持。 

         D. 适时给予帮助（经文、见证、经费、 
    其他），使对方克服目前的困境。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1.关怀探访的种类 

    2.关怀探访的重点  

    3.关怀探访的方法与流程 

 A. 关怀新朋友方面 

主日获得资讯      週二电话问候(表达教会
欢迎，询问需要)      週六实施探访(提供
资讯、属灵帮助)     资料回收(关怀执事入
档，复印一份给牧者)     转交至团契跟进       
     一个月后追踪结果。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B.一般性关怀方面 

 每年订出计划，分区分组实施探访，使信
徒间有更好的联系。 

 a. 以教堂为中心，将信徒分佈的范围分成
若干区； 

 b. 以区辅导及关怀同工组成探访小组，作
例行性关怀探访； 

 c. 将探访资料表，交由关怀执事入档，复
印一份给牧者。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C.特殊性关怀方面 

  此类关怀者需有特殊探访技巧，需由接 
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去做。 

 a. 当事者直接表达需要，弟兄姊妹转达给
牧者； 

b. 由弟兄姊妹发现需要，直接向牧者反映。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4. 关怀探访的内容 

  A. 说明探访的目的 

  B. 尝试找出答案 

  a. 对方是否有读经、祷告的习惯？ 

  b. 对方是否出席聚会？ 

  c. 对方对教会有何期望？ 

  d. 对方对信仰是否有什么疑惑？ 

  e. 对方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协助？ 

  f. 对方有什么特别需要代祷？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4. 关怀探访的内容 

  A. 说明探访的目的 

  B. 尝试找出答案 

  C. 给予积极的鼓励 

  D. 一起诵读经文 

  E. 为对方祝福祷告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5.关怀探访的要领 

  A.事前准备 

   a.求神同在，赐下合宜话语，也为对方  

        祷告，同感一灵； 

   b.多了解对方的状况，可帮助探访事工  

        更加顺利。 

  B.注意穿著 

    合宜服装可引起好感，亲切问候可拉近 

       距离。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5. 关怀探访的要领 

  C. 掌握主题 

  探访的目的是以福音为主，不只是社 
      交，因此除了谈家务、世务、社务， 
      也要谈灵务。 

  D. 分享见证 

  用诚恳态度简述自己的见证，千万不 
      要卖弄学问。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5. 关怀探访的要领 

  E. 机警言谈 

  对谈之中，留意对方需要，适时表达 
       理解、安慰、鼓励。 

  F. 坚定信心 

  坚定的信心，表明神是信实、慈爱 
       的，加上圣灵动工，必收奇效。 

  G. 注意时间 

  通常以半小时为准，避免停留过久。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5. 关怀探访的要领 

  H. 圣经运用 

  探访者需随带圣经，适时给予勉励、 
      信心和盼望。 

  I. 邀请决志 

  需视情况，有合适的机会，提出决志 
      的邀请。 

  J. 预约再见 

  约定下次探访时间，保持联络。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A. 团契的意义 

  a.字意 
(1)相交：约壹1:1-3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
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
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
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
见、所听三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
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徒2:42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A. 团契的意义 

  a.字意 
 (2)帮补：罗12:13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 

 (3)参与：林前10:18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
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分吗？ 

 (4)分享：罗15:27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
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分，就
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A. 团契的意义 

  a.字意 

  b.过程 
  (1)彼此认识 

  (2)彼此相交 

  (3)彼此相通 

  (4)彼此相关 

  (5)彼此相爱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A. 团契的意义 

  a.字意 

  b.过程 
  约翰壹3:16-18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
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 神的心怎能存在
他里面呢？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
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B. 认识团契小组与小组教会的区别 
团契小组： 

在区（团契）内，分成若干小组，达到敬拜、关怀、
事奉、传福音等功能，教会仍保留成人主日学、祷告
会。 

小组教会： 

除了以上功能外，教会主日学、门徒训练、祷告
会……等均由小组取代，小组长可以主持圣礼、施洗
等圣工。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C.团契小组的圣经基础 

  a. 旧约：摩西（出18:13-26）  

  b. 新约：(1) 主耶稣（可3:14）（路 
                           6:12-13） 

    (2) 初代教会（徒2:46）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D. 初代教会福音事工之剖析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E. 近代教会的发展概况 

  a. 大型佈道会的反思 

  1993年 教会增长的统计 

  50人以下   占33% 

  150人   占33% 

  150-350人  28% 

  2000人   5% 

  2000人以上  1%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E. 近代教会的发展概况 

  a. 大型佈道会的反思 

  b. 小组教会带来的复兴 
(1) 韩国中央纯福音教会：约一百万信徒 

(2) 智利佐大培卫理工会：八万人 

(3) 泰国曼谷之星教会：一万二千人 

(4) 新加坡坚信浸信会：一万人 

(5) 中国大陆家庭教会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F. 目前教会弊病 

  a. 以教堂为中心 

  b. 以教牧为中心 

  c. 以聚会为中心 

  造成结果： 

  a.关系表面化 

  b.参与事奉差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G. 团契（小组）与教会的关系 

  a. 特性比较上： 

  (1) 从属灵本质看：团契=教会 

  (2) 从组织架构看：团契<教会 

  (3) 从性质功能看：团契>教会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G. 团契（小组）与教会的关系 

  a. 特性比较上： 

  b. 关系立场上： 

  (1) 团契依附教会： 

  i. 契友（组员）要参加教会的聚会 

  ii. 契友（组员）要协助教会的圣工 

  iii.   契友（组员）要参加教会的活动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G. 团契（小组）与教会的关系 

  a. 特性比较上： 

  b. 关系立场上： 

  (1) 团契依附教会： 

  (2) 教会强化团契 

  i. 教会帮助团契资源的不足 

  ii. 教会提供契友服事的机会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H. 团契小组的功能 

  a. 灵命进深 

  b. 事奉操练 

  c. 彼此相爱 

  d. 广传福音 

  e. 培养同工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I. 团契小组成长的要素 

  a. 清楚小组目标 

  b. 明确分殖日期 

  c. 组员互动良好 

  d. 组员肯邀朋友参加 

  e. 美好的聚会内容 

  f. 建立祷告的服事 

  g. 有计划训练同工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I. 团契小组成长的要素 

  a. 清楚小组目标 

  b. 明确分殖日期 

  c. 组员互动良好 

  d. 组员肯邀朋友参加 

  e. 美好的聚会内容 

  f. 建立祷告的服事 

  g. 有计划训练同工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J. 活水福音教会团契小组的展望 

  a. 团契改成分区（团契）方式 

  (1) 理由： 

   i. 现有团契人数过於悬殊 

           ii. 契友住家距离过於遥远 

    iii. 各团契契友间过於封闭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J. 活水福音教会团契小组的展望 

  a. 团契改成分区（团契）方式 

  (1) 理由： 

  (2) 目的： 

   i. 更能达到彼此关怀的功能   

       ii. 鼓励小组更有效在各社区发展 
                 圣工，领人归主 

       iii. 关怀该区无法参加小组的信徒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J. 活水福音教会团契小组的展望 

  a. 团契改成分区（团契）方式 

  (1) 理由： 

  (2) 目的： 

  (3) 架构: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J. 活水福音教会团契小组的展望 

  a. 团契改成分区（团契）方式 

  (1) 理由： 

  (2) 目的： 

  (3) 架构: 

  (4)暂定分区地点与辅导、小组长 





  辅导 小组长 

东区 华家庆夫妇 一组： 

赵凯 

东北区 

(暂缺) 

东南区 潘柏滔夫妇 喜乐: 

常彼得 

良善: 

刘遵平 

信实： 

张 伟 

北区 汪贤浩夫妇 约翰: 

吴慧鹃 

温柔: 

李  元 

节制： 

赵 勇 

提摩太: 

邹立 

南区 华欣牧师夫妇   

(代理) 

保罗: 

黄扬清 

约瑟: 

杨  堃 

西北区 胡枋国夫妇 摩西: 

童则伟 

西南区 华家庆夫妇 仁爱: 

吴  坚 

和平: 

李友麟 

西南1: 

龚汀坚 

西区 邹发森夫妇 恩慈: 

刘建军 

忍耐: 

樊国樑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四、关怀： 

    6. 团契分区 

  J. 活水福音教会团契小组的展望 

  a. 团契改成分区（团契）方式 

  (1) 理由： 

  (2) 目的： 

  (3) 架构: 

  (4)暂定分区地点与辅导、小组长 

  (5) 备註：i.  2010年沟通、实验、修正。 

      ii. 2011年为关怀年，开始实施。 



                                2011关怀年 

——爱神爱人  同心同行 



引言 
 关怀是教会的主要功能之一，
也是教会成长的要素，更是神
赋予祂儿女的使命。 

 842计划： 
崇拜、教育、宣教、关怀四大功
能 

 



一.关怀自己 
 太22:37-39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
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柏拉曼(Joshua Liebman)说：“当一个人讨厌
自己的感受时，爱别人的心也会失去，一个
恨自己的人，是不会尊敬别人的。” 



一.关怀自己 
1.健康饮食   
2.正常作息 
3.持续运动 
4.正当休闲 
 



二.关怀家庭 
 弗5:33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
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弗6:1-4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
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著主的
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二.关怀家庭 
1.夫妻恩爱   
2.亲子关係 
3.长者关怀 
（心存敬重、电话慰问、专车接送、
生活支援、……） 

 



三.关怀教会 
 约壹4:21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 
神所受的命令。  

 提前3:15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三.关怀教会 
1.慕道友   
2.一般肢体 
3.服事同工 
（牧者、咨询委员、执事） 
4.特殊需要者 
（丧偶、失婚、失业、重病……） 



三.关怀教会 
分区牧养的理念： 
(1)区辅导和区长(区联络人)的牧养 
• 指南：圣经 
• 职责：作好牧人 
• 目标：协助小组长 
• 方法：作榜样 
• 对象：正副小组长 



三.关怀教会 
分区牧养的理念： 
(1)区辅导和区长(区联络人)的牧养 
具体行动： 
定期召开区会议並排定区活动 
 协助组长拟定计划 
 关怀正副小组长 
 发掘並培育新小组长 
 处理区内组员问题（灵性、生活） 
留心组员出席状况（及时探访、慰问、关怀） 
 传达讯息，作教会与小组间的沟通桥梁 



三.关怀教会 
分区牧养的理念： 
(2)小组长职责 
• 与同工排定聚会活动行事曆 
• 安排聚会服事表 
• 带领组员传福音並探访慕道友 
• 发掘並培育副小组长 
• 为组员祷告，帮助组员建立健康的
属灵生活 



三.关怀教会 
分区牧养的理念： 
(2)小组长职责 
具体行动： 
目标(质的方面、量的方面、小组预定繁殖日
期) 

 聚会与活动 
 预定查考书卷 
 特殊聚会（福音、庆生专题） 
 活动 



四.关怀社会 
 创1:26神说：“我们要照著我们的形像，按著
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
一切昆虫。” 



四.关怀社会 
1.社会慈善 
  （中文堂参与Hesed House)  
2.地球环保 



结论： 
活动计划 
1. 鼓励弟兄姊妹按主题在月刊投稿 
2.举办讲座（主日下午或周六晚上） 
3.推动微笑运动，儿主学生帮忙开门，打招呼 
4.夏令会主题与活动配合 
5.四月一日儿童节，四月廿二地球环保日 
6.五、六月母亲节、父亲节扩大活动 
7.七月份举办“跳蚤市场”（第三周） 
8.九月九日举办敬老活动（送礼、测血） 
9.九月举办排球赛（健身运动，肢体、小组间认识，
邀慕道友参加）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一、行政： 

二、崇拜： 

三、教育： 

四、关怀： 

五、宣教：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五、宣教： 

    1. 宣教的重要 

  A.是神原本的心意：（创廿二：18） 

  B.是圣灵工作的方向（徒一：8） 

  C.是教会发展的动力（帖前一:7-8）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五、宣教： 

    1. 宣教的重要 

    2. 宣教的观念 

  A. 需具国度的胸怀 

  B. 需有策略的计划 

  C. 需本地海外兼顾 

  D. 需金钱与人同重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五、宣教： 

    1. 宣教的重要 

    2. 宣教的观念 

    3. 宣教的推行 

  A. 定期举办福音讲座、佈道会 

  B. 筹组福音队 

  C. 主日信息的劝勉 

 



III . 教会成长的策略 
五、宣教： 

    1. 宣教的重要 

    2. 宣教的观念 

    3. 宣教的推行 

  加强 

  A.每月一次祷告会特别为宣教士、 
          宣教机构代祷 

  B.周报刊登宣教代祷国家、省份 

  C.牧者以身作则，投入宣教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