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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七個愛的故事」是一個讓你透過故

事來經歷耶穌的簡單材料，同時它也是一個幫助你透

過講故事向別人分享耶穌的有效工具。 

 

如果你對經歷耶穌的愛感到興趣, 不論你是什麼年

齡或來自任何背景 , 你都可以從「七個愛的

故事」中親自發現耶穌的愛與改變生命的能力。

我們也盼望這個以故事來傳福音的工具能幫助你更有

效的去實踐大使命, 讓你能夠隨時隨地幫助別人經歷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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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 耶穌與撒該 

從前，有一個矮子名叫撒該。他很富有，性格也非常貪心。因為他的工作是

一個收稅官，他常常用他的權力來貪污與敲詐別人，所以其他人都很討厭撒該。 

 

有一天，撒該聽說耶穌經過他居住的城市。他很希望能夠看看耶穌是怎麼樣

的，因為很多人都說耶穌很好、耶穌會醫病、耶穌非常有愛心。但當他跑去想看耶

穌的時候，已經有一大群民眾圍住耶穌。因為他長得矮小，所以甚麼都看不見。 

 

於是他靈機一動，立刻跑到前頭，然後爬上一棵桑樹，等耶穌走過的時候就

能夠看看他。 

 

當耶穌走近撒該身處的樹下，他忽然停下來，抬頭看著撒該，然後說：「撒

該，快下來吧！今天我要到你家裡探訪！」 

 

撒該十分驚訝耶穌知道他的名字，他便非常興奮地爬下來，想要帶耶穌到他

家裡。可是，在這個時候，那些旁觀的人都很不高興，他們在旁邊議論紛紛，說：

「為甚麼耶穌會想跟撒該這樣的壞蛋做朋友？耶穌應該跟一些很虔誠的人、一些好

人一起，怎麼可以跟撒該做朋友？」 

 

當撒該聽見這些人的議論，他的心裡有一個轉變。他站在所有人面前，對耶

穌說：「主阿，我現在決定要把我家產的一半分給窮人。我曾經敲詐別人的錢，我

會四倍的償還。」 

 

耶穌回答：「沒錯，今天神最大的禮物就是衪的愛與新的生命來到了撒該與

他的家人裡了！這就是我來到世界的原因。因為我來，是要尋找、拯救那些迷失的

人。」 

 

(路 19:1-10 的故事性描述)  

 

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  

1. 在這個故事裡，你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2. 你覺得透過這故事神想對你講什麼？ 

3. 你可以如何具體地將這故事活學活用出來？ 

4. 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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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 父親與浪子 

有一天，耶穌用以下的故事來形容神與我們的關係。耶穌說： 

 

從前，有個父親，他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爸爸，

我想分家產，你現在就把我應得的家產分給我吧！」 

 

父親就把財產分給他們兩兄弟。 小兒子立刻就收拾行李，到

遠方去了。他在那裡每天都花天酒地、跟朋友吃喝玩樂，沒多久就

花光所有的錢。過了一段時間，那地方遇上了非常嚴重的饑荒。小

兒子沒有錢也沒有收入； 於是他去當地的一個居民的田裡打工，幫

忙放豬。但是他肚子非常餓，甚至連那些豬吃的東西，他也想拿來

吃。當他的老闆發現後，警告他說：「你不能吃那些給豬的食物，

我已經付薪水給你了！」 

 

有一天，當他放豬的時候，他回想以往他所做的事。忽然他醒

悟過來，想道：「我父親有那麼多員工，一日三餐都有，難道我要

在這裡餓死嗎？ 我知道我是一個很差勁的兒子，但是我要回去找我

爸爸，跟他道歉，對他說：爸爸，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我知

道我沒有資格再做你的兒子，你把我當作一個打工的吧！」於是他

起來回家去。 

 

他還沒走近時，他父親已經遠遠地看見他。父親非常興奮，他

立刻就跑到兒子面前，緊緊地抱著他、親他。小兒子說：「爸爸，

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我沒有資格再做你的兒子。」但是他父

親打斷他的話，吩咐佣人說：「快把乾淨的衣服拿來給他穿，把他

以前的戒指拿來，給他換一雙好的鞋子！然後把肥牛煮了！我們今

晚要開一個派對慶祝我兒子回來了！我以為這兒子死了，但是他活

著回來了！他是我失而復得的兒子！」 

   (路 15:11-24 的故事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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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 

1. 在這個故事裡，你對神有什麼認識？ 

2. 你覺得透過這故事神想對你講什麼？ 

3. 你可以如何具體地將這故事活學活用出來？ 

4. 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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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 耶穌醫好患血漏病的女人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她看過很多醫生，用盡了全

部積蓄，但是沒有一個醫生能醫好她。 

 

有一天，她聽說耶穌會經過她的村落，她聽說過很多關於耶穌的

奇妙故事，所以她想來找耶穌。可是，她的病是非常私人、尷尬的，特

別在當地的文化，有這類病的人是不允許接觸別人的。她決定要安靜、

小心地去找耶穌。但是那時候有一大群人圍著耶穌，她嘗試從後面擠來，

心想：「我只要摸一摸耶穌的衣服就會好了！」她找到機會走近耶穌，

終於摸到耶穌的衣服了！那個時候，她的病立刻就好了。 

 

忽然，耶穌停下來，問：「剛才是誰碰我？」沒有人承認。耶穌

其中一個門徒，彼得說：「老師，這裡一大群人擠來擠去，應該很多人

都碰到你了，你為甚麼問誰碰你？」 

 

但是耶穌回答：「剛才一定有人摸我，因為我感覺到有能力從我

身上出去。」 

 

那女人見不能隱瞞，就戰戰兢兢地過來，跪在耶穌面前。在眾人

面前，她把剛才發生的事講出來──為甚麼她要摸耶穌的衣服，和她怎樣

立刻得到醫治。 

 

耶穌對她說：「女兒，因為妳相信我，所以完全被醫治了，平安

地回家吧！」 

(路 8:43-48 的故事性描述)  

 

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 

1. 在這個故事裡，你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2. 你覺得透過這故事神想對你講什麼？ 

3. 你可以如何具體地將這故事活學活用出來？ 

4. 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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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四): 耶穌醫好被鬼騷擾的人 

 

有一天，耶穌坐船到了一個叫格拉森的地方。他一上岸，就有

一個被鬼附著的人衝過來。這個人被鬼折磨了很多年，他沒有穿衣

服，也沒有人想跟他接觸。因為他沒有家，所以只能住在一個墓地

裡。那些鬼不時地將他摔在地上，他就會在地上不斷地抽搐。就算

其他人想用鐵鍊鎖著他，他可以大力地掙斷這些鐵鍊。他一看見耶

穌，就開始大聲尖叫，仆倒在耶穌面前。他大聲對耶穌喊叫說：

「你為甚麼要來毀滅我們？你是耶穌，至高神的兒子，求你不要毀

滅我們。」（他這樣說是因為耶穌已經吩咐這些鬼從他身上出來。） 

 

耶穌問他：「你叫甚麼名字？」鬼在那個人裡回答：「我的名

字叫群。」因為有很多鬼住到那人裡面。他們絕望地求耶穌，不要

趕他們進入無底坑。 

 

剛好附近有兩千隻豬在山上吃東西，所以這些鬼求耶穌容許他

們進入豬群。耶穌說：「去吧！」所有鬼就從那人身上出來，進入

豬群。鬼一去到豬群裡面，兩千隻豬就立刻發狂，牠們全衝下山崖，

掉在海裡淹死了。 

 

放豬的人看見這個情況，嚇得逃跑，跑回村裡告訴大家。所有

人就出來看發生甚麼事，當他們來到耶穌那裡，他們看見鬼已經離

開的那人。那人現在穿上衣服，神志清醒地坐在耶穌腳前。他們一

開始很驚奇，因為他們發現耶穌有能力趕鬼。 

 

可是不久以後，因為他們損失了兩千隻豬並覺得很害怕，他們

就要求耶穌離開。所以耶穌就預備上船離開了。但那個之前被鬼附

的人來找耶穌，說：「我想跟著你走。」耶穌告訴他：「我想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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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村裡，告訴大家神如何救了你。」他就回去，到不同的地方，跟

很多很多人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現在有的新生命。 

 

(路 8:26-39 的故事性描述) 
 

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 

1. 在這個故事裡，你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2. 你覺得透過這故事神想對你講什麼？ 

3. 你可以如何具體地將這故事活學活用出來？ 

4. 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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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五): 耶穌與井旁的女人 

有一天，耶穌到了一個村落。大約中午的時候，耶穌因走路累了，感

到口渴。他在村裡找到一口井，就坐在井旁。有一個女人來打水，耶穌問她：

「請問你可以給我一點水喝嗎？」 

 

這個女人覺得很驚奇，她回答：「你是猶太人，為甚麼會向我一個撒

馬利亞女人要水喝呢？」（因為當時，猶太人和撒馬利亞人都討厭對方，不

會交談，因為他們是敵人。而且在當時的文化，一名男生跟一名不認識的女

生交談是不合禮儀的。） 

 

耶穌說：「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一

早就會求我要水喝，我也一定早給了你活水。」女人說：「先生，你沒有打

水的木桶，井又這麼深，你從哪裡拿活水呢？」 

 

耶穌回答說：「喝這井水的人，以後還會再覺得口渴，但如果有人喝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再口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你裡面，好像一個泉源，每

天給你生命。」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那我就不會再口渴，也不用來這

麼遠打水！」  

 

耶穌說：「你去帶你丈夫來這裡吧！」 

 

女人回答：「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你說得對，你沒有丈夫。你已經有五個前夫，而現在跟你

住的不肯娶妳。你這話是真的。」 

 

婦人很驚訝，說：「先生，我看出你是一個先知！那請你告訴我，我

們的祖宗在這山上敬拜神，但是你們猶太人說只能在耶路撒冷敬拜神。誰才

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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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相信我，我現在跟你說神的真理。敬拜神不需要在一個

特定的地方或建築物，不需要在這座山或在耶路撒冷。因為神是個靈，祂想

人用靈和真理敬拜祂。」 

 

女人說：「我不知道如何用靈和真理敬拜神，但我知道神會派祂的使

者彌賽亞來，他會教導我們真理。他來了的時候，我們全都明白了。」 

 

耶穌說：「我就是神的使者彌賽亞。妳不用再等待了，透過我與我所

賜的聖靈，妳就能夠敬拜神。」 

 

那女人聽見這話，立刻就興奮地跑回村裡，連打水的木桶都忘了拿走。

回到村裡，她對村民說：「你們來看！有一個我本來不認識的人他竟然知道

我以前的事，我想他可能就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彌賽亞！」 

 

當人們聽見這女人的故事，他們對耶穌非常感興趣，就一起出去見耶

穌。之後他們請耶穌在村裡多住兩天，在這兩天，有更多人來跟隨耶穌。他

們對那女人說：「之前是因為妳的故事，所以我們來見耶穌。現在我們親眼

見到耶穌了，我們知道祂真的是救世主!」 

 

(約 4:1-26, 28-30, 39-42 的故事性描述) 

 

 
 

互動 問題 ：互動 問題 ：互動 問題 ：互動 問題 ：  

1. 在這個故事裡，你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2. 你覺得透過這故事神想對你講什麼？ 

3. 你可以如何具體地將這故事活學活用出來？ 

4. 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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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六): 耶穌為門徒洗腳 

在一個晚上，耶穌知道自己快要離世，回到天父那裡。他想讓

門徒知道他有多愛他們。 

 

吃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在在猶大心裡工作，他已預備好要為錢

出賣耶穌。耶穌知道天父已將一切都交在他手裡，他願意用自己的

生命來拯救世界。耶穌就離席站起來，脫了外衣，拿一條手巾綁在

腰上。他之後把水倒在盆裡，就開始洗門徒的腳，然後用腰上的手

巾擦乾。 

 

輪到他的一個門徒西門彼得的時候，彼得對他說：「主啊，你

為甚麼要洗我的腳？你不應該洗我的腳，是我要為你洗腳！」 

 

耶穌回答說：「你現在不明白我所做的，但是你以後就會明白

了。」  

 

彼得堅持說：「你永遠都不可以洗我的腳！」 

 

耶穌說：「我如果不洗你的腳，你跟我就沒有關係了。」 

 

彼得說：「那主啊，請洗我的腳吧！」 

 

耶穌就為彼得洗腳。他又說：「你們當中有一個人將會出賣

我。」 

 

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就穿回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你

們明白我對你們所做的嗎？你們叫我『老師』、『主』，你們說的

對，我是你們的老師、你們的主。既然我作為你們的主也這樣為你

們洗腳，你們也應該彼此洗腳。我給你們做了榜樣。我如何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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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要如何愛對方。你們如果明白而且照著我所說的做，就是真

正跟隨我的門徒，你也會非常蒙福。」 

 

(約 13:1-17 的故事性描述) 

 

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  

1. 在這個故事裡，你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2. 你覺得透過這故事神想對你講什麼？ 

3. 你可以如何具體地將這故事活學活用出來？ 

4. 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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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七):耶穌為世人犧牲自己 

耶穌被判死刑後，士兵押解他到釘十字架的地方。那時候，他

已受到很多鞭打，以致虛弱到不能自己背著沉重的十架。士兵就抓

了一個旁觀的人，使他幫耶穌背著十架到刑場。 

 

一大群人跟著耶穌，很多婦女為他痛哭。耶穌轉過身來對她們

說：「耶路撒冷的女兒啊，不要為我哭，但要為你們自己和你們的

兒女哭泣。因為這個世代將會有很大的災難、痛苦要來到。」 

 

另外有兩個犯人與耶穌一同受刑，他們是強盜、殺人犯，一起

與耶穌被帶到刑場。士兵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然後也釘了那兩個

犯人，一左一右在耶穌旁邊。被釘的時候，耶穌說：「天父啊，饒

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 

 

很多人站著旁觀，有些宗教領袖開始嘲笑耶穌，說：「他說自

己能救別人，我們就看看他能不能救自己吧！哈，彌賽亞嗎？神所

揀選的嗎？」士兵也過來捉弄耶穌，拿酸酒給他喝， 說：「如果你

是猶太人的王，就救救你自己吧！」在耶穌的頭以上有一個牌子寫

著：「這是猶太人的王。」 

 

其中一個犯人也開始嘲笑耶穌，他說：「你不是彌賽亞嗎？那

就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們呀！」但另外一個犯人立刻對他說：

「你不害怕上帝嗎？我們是罪有應得的，但這個人沒有做錯甚麼。

他是個好人，不應該受刑的。」然後他跟耶穌說：「耶穌，你到天

堂時，請你記住我。」耶穌回答：「不要擔心，我會記住你。還有

不久你就會跟我在樂園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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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是中午。但突然，天空都一片漆黑，這樣過了三個小時。

耶穌大聲呼叫：「天父，我將生命交在你手中了！」他用完最後一

口氣，就死了。立刻，那裡發生一場大地震。 

 

當士兵的官長看見這個情況，他明白了耶穌是誰，然後他說：

「這個人是無罪的！他是一個好人、聖人！」那裡有很多旁觀的群

眾，他們看見這些事，就都非常悲傷地回去了。但那些認識耶穌、

跟隨耶穌的人，都站在那裡與耶穌一起。  

 

之後在第三天清早的時候，婦女們帶著為耶穌的遺體預備的香

料到墓穴那裡。但當她們去到那裡，她們發現墳墓外的石頭被滾開

了，耶穌的遺體也不見了。她們很困惑發生了什麼事情。忽然，有

兩個全身發光的人出現在她們面前。婦女們非常害怕，她們知道那

兩個人是天使。天使說：「妳們為什麼要在墳墓裡尋找活人？他不

在這裡，已經復活了！妳們不記得他曾經說過，他會在十字架上被

釘死，然後在第三天復活嗎？」她們就想起耶穌的說話。 

 

於是婦女們就離開墓穴，回去找耶穌的門徒告訴他們這個消息，

但是他們都不相信婦女們所說的話，覺得她們在胡說八道。他們說

話的時候，耶穌忽然出現，說：「願你們平安！」他們以為看到鬼

魂，就非常驚慌。耶穌對他們說：「不要害怕，相信我。你們看看

我的手、我的腳！真的是我，摸我看看！鬼魂沒有骨、沒有肉，我

是有的。」耶穌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這真的是太難以置信了！門

徒又驚又喜。耶穌甚至拿起一片烤魚，在他們面前吃掉。 

 

他接著說：「你們現在明白為什麼我曾經告訴你們，我必須受

死，然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了。我要赦免世人的罪，將新生命帶給

全世界。你們是首先看見、聽見的人。你們就是我的見證人，你們

的使命就是要分享我的愛與話語，從這裡開始到所有國家！還有一

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把我的天父所應許的聖靈差派到你們當中，

你們就有神的能力去傳揚我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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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耶穌帶領他們出去城外，舉手祝福他們。他在祝福的時

候，就被接到天上去了。他們就跪在地上敬拜他。他們就非常喜樂

地回到耶路撒冷，讚美神，然後到處分享耶穌的愛和話語。 

 

 (路 23:26-56, 24:1-12, 36-53 的故事性描述) 

 

 

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互動問題：  

1. 這個故事裡，你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2. 你覺得透過這故事神想對你講什麼？ 

3. 你可以如何具體地將這故事活學活用出來？ 

4. 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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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我們的使命 

與 

簡單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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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使命及我們的使命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耶穌的使命耶穌的使命耶穌的使命耶穌的使命是什麼？ 

 

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 19:10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  我們如何延續延續延續延續耶穌的使命？ 

 

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

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去去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做我的門徒做我的門徒做我的門徒，奉

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施洗施洗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教訓他們遵守教訓他們遵守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太 28:18-20 

 

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 耶穌吩咐我們繼續衪的使命，去尋找及拯救失喪的

人。所以我們的使命是要走要走要走要走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與與與與其他人分享耶穌其他人分享耶穌其他人分享耶穌其他人分享耶穌

的愛的愛的愛的愛，為他們施洗施洗施洗施洗，幫助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門徒門徒門徒，並

開始簡單的教會簡單的教會簡單的教會簡單的教會。然後，而他們又會出去跟更多的

人分享分享分享分享耶穌的愛。耶穌盼望衪的門徒能夠不斷將衪

的愛與生命傳給許多人，從朋友圈，到各家各戶，

到鄰里社區，到不同城市，直到遍佈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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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在哪裡敬拜神？ 

 

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 耶穌說：「婦人，你當相信我，時候就要到

了！那時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那時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那時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那時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

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或某一個特定的建築物）（或某一個特定的建築物）（或某一個特定的建築物）（或某一個特定的建築物）。時

候就要到了，現在就是了！那時真正敬拜的

人，要在靈裡和真理中敬拜父，因為父就是

想要這樣的人來敬拜衪。神是靈，敬拜衪的

人必須在靈裡和真理中敬拜。」約 4:21-24 

 

 

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 敬拜是非常簡單非常簡單非常簡單非常簡單的。我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時間任何時間任何時間與

任何地點任何地點任何地點任何地點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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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敬拜神？  

 

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 耶穌說：「婦人，你當相信我，時候就要到

了！那時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

在耶路撒冷（或某一個特定的建築物）。時

候就要到了，現在就是了！那時真正敬拜的

人，要在靈裡和真理中敬拜父，因為父就是

想要這樣的人來敬拜衪。神是靈，敬拜衪的

人必須在靈靈靈靈裡和真理真理真理真理中敬拜。」約 4:21-24 

 

 

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 神希望我們透過以下兩個簡單簡單簡單簡單的行動來敬拜

衪： 

1. 愛耶穌、藉著聖靈經歷衪的同在（聖

靈裡） 

2.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和順服順服順服順服衪的話語（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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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什麼？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是什麼？ 

 

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耶穌的答案：：：：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

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19-20 

 

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說法： 教會是很簡單簡單簡單簡單的。教會可以是一個由兩至三個兩至三個兩至三個兩至三個耶耶耶耶

穌的穌的穌的穌的門徒門徒門徒門徒組成的組成的組成的組成的聚聚聚聚會會會會。他們學習彼此相愛、慶祝、

順服、並向別人分享耶穌。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 我們是否需要一個教堂的建築物教堂的建築物教堂的建築物教堂的建築物，才可以有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在新約聖經的時候，門徒都是在家中家中家中家中或日日日日

常生活中會聚集的地方常生活中會聚集的地方常生活中會聚集的地方常生活中會聚集的地方進行教會。當時，他們是

沒有現在這些教堂的建築。他們都是簡單的教會簡單的教會簡單的教會簡單的教會。 

（徒 2:46-47, 12:12, 18:7-8，羅 16:5 ，林前 16:19 ，

西 4:15 ，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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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始及進行簡單的教會聚會 

預備開始一個簡單的教會聚會 

1. 聚集：聚集：聚集：聚集：與配偶、家人或朋友們，約定一個時間（大概 30 分鐘

至 1小時）和地點（家、辦公室、校園、餐廳、公園、咖啡室、

或任何其他地方）來一起敬拜神。 

2. 幫助每一個人參與：幫助每一個人參與：幫助每一個人參與：幫助每一個人參與：在一個簡單的教會聚會中，所有的成人

和小孩可以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敬拜。每個人都發現他／她獨

特的的屬靈恩賜。雖然小孩子參與的部份比較簡單，但他們也

是教會很重要的成員。 

 

簡單的教會聚會流程 

1. 回望回望回望回望 （（（（10-15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a. 關心關心關心關心：：：：分享感恩與困難。 

b. 祈祈祈祈禱禱禱禱：：：：為特別的需要來祈禱。按手在有病的人身上，釋

放耶穌醫治的能力，並為對方作醫治的禱告。 

 

2. 領受（領受（領受（領受（15-25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a.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藉著聖餐經歷耶穌的同在 

i. 用一樣最常吃的食物（如米飯、麵包、餅乾等）和

飲料（如果汁、茶、汽水、水等）作為共融的元素

用作聖餐。 

ii. 由家長或教會的領袖解釋聖餐的意義： 

1. 食物：這是耶穌的身體。因為衪愛我們的緣故，

衪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透過衪的犧牲，我們現

在可以重新得著新的生命。當我們吃的時候，

代表我們接受衪的愛。 

2. 飲料：這是耶穌的血。衪的血有能力洗淨我們

的罪及醫治我們的身體。當我們喝的時候，代

表我們已經被洗淨和得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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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互動教學是更有效的學習方式，所以領袖不應作

長篇大論的教導。大家應該圍成一個圓圈，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看到對方。  

i. 分享耶穌或聖經的故事，或是聖經經文分享耶穌或聖經的故事，或是聖經經文分享耶穌或聖經的故事，或是聖經經文分享耶穌或聖經的故事，或是聖經經文，並讓成人

及小孩可以從中參與。例如： 

1. 透過重複或背誦聖經經文，幫助小孩子簡單參

與； 

2. 透過畫圖解釋讓成人理解當中的屬靈意義； 

3. 讓小孩子用動作去演繹聖經故事；例如，當提

及一些重要的東西時，旁述員可以引導小孩子

說：「你是一棵樹。聖經說『樹要拍手，所以

你也拍手吧！。』」 

ii. 分享： 

1. 從故事或經文中，你對耶穌／神有什麼認識？ 

2. 從故事中，神對你說了什麼？  

 

3.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10-2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a. 在定下目標前，讓大家先作個別祈禱；定下仔細及清楚

的目標，並寫下來。 

i. 「實踐」「實踐」「實踐」「實踐」：從故事中，有什麼是神要你遵行的呢？

（如果有未信耶穌的朋友，可以問「你今天準備好

跟隨耶穌嗎？」 

ii. 「見証」「見証」「見証」「見証」：在未來的七天，你能夠跟誰分享耶穌的

愛或這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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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教會原理 

人數不要多：人數不要多：人數不要多：人數不要多：維持小型聚會。在人們平常見面的地方聚集。 

 

討論及發掘：討論及發掘：討論及發掘：討論及發掘：透過發問問題來帶領，而非作長篇大論的教導。注重聖經的教

導。讓聖靈幫助每一個去發掘經文的意思。請確保每個人都有份參與。 

 

順服及訓練：順服及訓練：順服及訓練：順服及訓練：聚會的目的不單是傳遞知識，而是要一起學習遵行神的教導。

所以每次聚會時，人們必須定下具體的行動目標，並要在下次聚會時跟進這

些目標。 

 

主動：主動：主動：主動：訓練每個人要有自學的能力，讓神和聖經成為他們的老師。每個人都

應學習：（一）跟其他人分享耶穌；（二）從聖經中學習；（三）祈禱；

（四）幫助及鼓勵其他信徒；以及（五）大膽地面對困難。 

 

培增及督導：培增及督導：培增及督導：培增及督導：培訓新領袖，協助他／她們開始新的簡單教會，並訓練他們延

續這使命。維繫跟他／她們之間關係，保持聯絡，讓每個人都可以繼續接受

訓練及督導。 

  

領袖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以聖經為藍本，不要自己隨意更改。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盡量少說話，鼓勵和讓其他人多分享。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讓聖靈工作，而不是追求正確的答案。 

 

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談論其他的聖經經文、書籍或講道。 

 

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談論政治或其他不相關的主題。 

 

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不應該長篇大論，應該讓大家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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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資料 

如果你希望成為耶穌的門徒，我們鼓勵你可以找同

伴一起閱讀「跟從耶穌的第一步與四個習

慣」小冊子。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七個愛的故事」

傳福音方法，你可以瀏覽我們的 YouTube 頻道來參考其他訓

練 和 示 範 的 影 片 。 ( 網 站 : 

https://www.youtube.com/user/SunriseCCLA) 或者你可以透過

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電郵: admin@sunrisela.org 

電話: (626) 281-3406 

地址: 1216 S. Garfield Ave, STE 101, 

 Alhambra, CA 9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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