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轉變系列（一）：成為一個動員的群體（提後 4:6-12） 

（由消費者變為貢獻者） 

 

 

壹、 生命的總結：即時消費或永恒冠冕？ 

 

一、生命的凱歌：永恆的冠冕（v.6-8） 

 

二、你是那一種人？（v.9-12） 

 

1. 捨棄而去（底馬） 

 

2. 持續努力（革勒士、提多、路加、推基古） 

 

3. 趕緊補上（提摩太、馬可） 

 

 

貳、 個案研討：勇於承擔的以利沙（王下 2:8-15） 

 

 

參、 應用：尋找自己的天職（生命的特色） 

 

一、 S－Spiritual gifts 屬靈的恩賜 

 

二、 H－Heart’s desire 心靈的渴想 

 

三、 A－Abilities 天賦的才幹 

 

四、 P－Personality 個性的特點 

 

五、 E－Experiences 人生的經驗 

 

 

 

教會轉變系列（二）：成為一個授權的群體（提後 2:1-2） 

（由事奉工作變為裝備聖徒） 

 

 

壹、保羅的囑咐：成長三部曲（提後 2:1-2） 

  

一、親近耶穌、依靠基督（v.1a） 

 

 

二、逐漸成長、得著能力（v.1b） 

 

 

三、忠心事奉、世代相傳（v.2；弗 4:11-12） 

 

 

 

貳、個案研討： 

 

一、舊約：摩西（出 18:13-24） 

 

 

二、新約：巴拿巴（徒 9:26-27；11:21-26；13:7, 43） 

 

 

 



參、實踐：授權的過程 

 

 我做，你看（示範）；我做，你幫（嘗試）； 

 你做，我幫（練習）；你做，我看（督導）。 

 你做，他看（再示範）；你做，他幫（再嘗試）； 

他做，你幫（再練習）；他做，你看（再督導）。 

 



教會轉變系列（三）：成為一個操練的群體（提後 2:3-7） 

（由偶發變為習慣） 

 

 

壹、生命的培育：紀律與操練（提後 2:3-7） 

 

一、受苦的精兵（v.3-4）  

二、守紀的選手（v.5） 

三、勤勞的農夫（v.6-7）  

 

貳、個案研討：保羅隊工的生命見證（帖前 2:1-12） 

 

參、應用：評估自己現時的習慣 

 

一、 Reaffirm ：確認好的習慣 

二、 Remove ：排除壞的習慣 

三、 Revise ：調整舊的習慣 

四、 Replace ：培育新的習慣 

 

附錄：促進靈命成長的敬虔習慣1
 

 

1. 騰出時間靈修 

2. 經歷神的赦免 

3. 對人實踐饒恕 

4. 對付罪惡習慣 

                                                 
1包樂著：《靈命飛躍之旅：52 個靈命成長要訣》，香港：宣道，2005 年。 

5. 支取神的應許 

6. 保持正確判斷 

7. 務必愛神愛人 

8. 實踐家庭崇拜 

9. 心繫教會神家 

10. 放膽見證基督 

教會轉變系列（四）：成為一個佈道的群體（提後 4:1-5） 

（由內向變為外展） 

 

 

壹、保羅的遺願（提後 4:1-5） 

 

一、 滿有權柄的囑咐：務要傳道！ 

 

1. 天父的心願（彼後 3:9） 

2. 基督的任務（太 9:13b；參路 15:3-7） 

3. 聖靈的使命（徒 1:8） 

 

二、 傳道的態度方式：盡上全力！ 

 

1. 賴債：該隱（創 4:9） 

2. 逃債：約拿（拿 1:1-3） 

3. 拖債：某人（路 9:58-62） 

4. 還債：保羅（羅 1:13-15） 

 

三、 逼切傳道的原因：假道猖獗！ 



 

 

貳、應用：福音要點（福音手）： 

 

1. 姆指：好，喻神的愛 

2. 食指：篤背脊，喻人的罪 

3. 中指：最「高」的手指，喻耶穌基督 

4. 無名指：戴婚戒之指，喻決志祈禱 

5. 尾指：鉤手指尾，喻承諾委身成長 

 

 

 

 

教會轉變系列（五）：成為一個聖靈充滿的群體（結 37:1-14） 

（由獨立自主變為依靠聖靈） 

 

 

壹、枯骸谷的異象：聖靈的復興（結 37:1-14） 

 

一、三個慘況（v.1-3，11）：枯死＋絕望＋傾覆 

 

二、雙重復興（v.7-10，12-14）：被擄歸回＋靈性復興 

 

三、復興之路（v.4-6）：聽神的話聖靈進入認識上帝 

 

 

貳、新約的吩咐：你們要被聖靈持續充滿（弗 5:18） 

 

 

參、應用：聖靈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七種工作 

 

一、定罪（約 16:7-11）：聖靈叫人知罪，並深感需要神拯救 

 

二、重生（多 3:3-7）：神透過聖靈賜基督徒一更新的生命 

 

三、印記（弗 1:13-14）：聖靈成為我們將來得基業的憑據 

 

四、祈禱（羅 8:26-27）：在我們的無助中，聖靈為我們祈禱 

 

五、光照（林前 2:10-16）：聖靈帶來通曉主吩咐的亮光 

 

六、恩賜（林前 12:4－11）：聖靈賜多樣的恩賜去造就教會 

 

七、充滿（弗 5:18）：聖靈掌管我們並流露各樣的美善質素 

 

 

 

教會轉變系列（六）：成為一個引導的群體（提後 2:19-22） 

（由獨立自主變為問責守望） 

 

 

壹、離惡更新的秘訣：心靈的密友（提後 2:19-22） 

 

一、屬神的人、有主印記（v.19） 

 

二、潔身自愛、遠離罪惡（v.20-21） 

 



三、與伴結連、成長更新（v.22） 

 

 

貳、個案研討：聖經中的守望者（結 33:1-9） 

 

 

參、應用：  

 

一、屬靈的摯友（soul friend） 

 

二、恩約的群體（covenantal community） 

 

1. G – guidance 聖經指引 

2. R – response 立志回應 

3. A – accountability 問責守望 

4. C – confession 彼此認罪 

5. E – encouragement 安慰勉勵 

 

 

肆、總結：堵塞破口、重修城牆（結 22:29-31） 

 

 

 

教會轉變系列（七）：成為一個摯愛的群體（林前 13:1-13） 

（由活動聚會變為親密關係） 

 

 

壹、理想的教會：摯愛的群體（林前 13:1-13） 

 

 

貳、個案研討：保羅與提摩太的親密關係（提後 1:1-7） 

 

一、親密稱呼（v.2a） 

二、祝福代禱（v.2b-3） 

三、持續掛念（v.4a） 

四、重聚歡慰（v.4b） 

五、深入認識（v.5） 

六、鼓勵潛能（v.6） 

七、補足欠缺（v.7） 

 

 

參、應用： 

 

一、只有聚會活動？追求群體生活！ 

二、己有群體生活？確保親密關係！ 

三、只有親密關係？投入教會大家庭！ 

 
 

 

 

 

 

 

 

 

 

 



教會轉變系列（八）：成為一個祈禱的群體（提後 4:16-18） 

（由以人為中心變為以神為中心） 

 

 

壹、保羅的親身經驗（提後 4:16-18） 

 

一、回顧：孤單無助、有主同在（v.16-17a） 

 

二、經歷： 1.徹底完成使命（v.17b） 

 

 2.脫離險峻困苦（v.17c-18a） 

 

 3.保守直至天庭（v.18b） 

 

 

貳、個案研討：決定勝負的祈禱（出 17:8-13） 

 

一、戰事：亞瑪力人（v.8） 

 

二、勝利：上帝的杖（v.9-11） 

 

三、祈禱：堅持到底（v.12-13） 

 

 

參、實踐：崇拜週刊祈禱法 

 

 

 

 

 

 

 

 

 

教會轉變系列（九）：成為一個蛻變的群體（提後 3:14-17） 

（由吸收資料變為經歷轉化） 

 

 

壹、接受聖經的裝備（提後 3:14-17） 

 

一、確信：全部聖經是神的話（v.16a） 

 

二、學習： 1.教訓：甚麼是神所期望的 

 2.督責：甚麼是神所不悅的 

 3.歸正：如何轉離神所不悅 

 4.學義：如何達到上帝期望（v.16b） 

 

三、果效： 1.使人獲得救恩（v.14-15） 

 2.內在得以完全（v.17a） 

 3.外在行各善事（v.17b） 

 

 

貳、個案研討：以馬忤斯的轉化經歷（路 24:13-35） 

 

一、認知開竅：眼睛明亮（v.31） 

二、心靈復興：心裡火熱（v.32） 

三、立志回應：坐言起行（v.33-35） 

 



 

參、研讀聖經時的應用問題： 

 

一、我對真理有何新的理解？ 

二、整個過程中我有何感受？ 

三、我要怎樣去回應及實踐？ 

 

 

 

教會轉變系列（十）：成為一個醫治的群體（提後 2:24-26） 

（由裝假變為復康） 

 

壹、面對錯謬的建議（提後 2:24-26） 

 

一、 方法：教導真理（v.24） 

二、 態度：溫和忍耐（v.24） 

三、 目的：悔改醒悟（v.25-26） 

 

貳、個案研討：聖經的咒詛詩（詩 109:1-15） 

 

一、 交託的祈禱：神伸冤報應 

二、 宣洩的祈禱：神體諒了解 

三、 掙扎的祈禱：神公義忌邪 

 

參、應用：全人的治療 

 

1. 身體（生理失調）：醫葯治理 

2. 心理（情感創傷）：輔導療法 

3. 意志（沒有紀律）：群體守望 

4. 靈性（心靈貧乏）：靈性護理 

5. 理智（強逼思想）：認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