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生活查經
生活查經–
–要積極向家人傳福音
積極向家人傳福音
2018 年八⺝
年八⺝ 17、
17、18 日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
念，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
榮面、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
下列事項禱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8/18 Youth Kick Off
- 9/1-3 MER 夫婦恩愛營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工程禱告：繼續為 Shekinah 內部的各類設
備安裝工程和外部的Plaza建設禱告，求主賜平安給施工的管理
人，保守工人的安全，讓之後的各個工程可以順利按期完成。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1. 回應主日資訊—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
中心思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
的話語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本週主題：要
本週主題：要積極向家人傳福音
積極向家人傳福音
經文：徒 16:30-34
背誦經文：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 16:31）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

裡

一、 向家人傳福音的難處
曾經聽到有這樣說法：
向別人傳福音——難！
向朋友傳福音——更難！！
向家人傳福音——難上加難！！！

家人是這個世上和我們最親近的人，基督徒都希望自己的親
人將來在天上還是可以在一起。但是向家人傳福音是一件很
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父母，關係的親近反而讓家人不容易
相信我們所說的話，以下是向家人傳福音時常常出現的回
答，你是否也聽過呢？

1. 宗教都是勸人向善，信不信是個人的自由。
2. 哪裡有什麼神？都是迷信！
3. 你懂什麼？你是我從小養大的！
4. 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擾。
5. 基督教太狹隘了，否定其他的宗教。
6. 自己好好的努力工作生活，依靠什麼神？
7. 信基督就不拜祖先，大逆不道！
8. 有些基督徒的表現比我還差（比如說就像你），我為什
麼要信？

討論問題 1：你是否曾向
：你是否曾向家人傳福音？
是否曾向家人傳福音？請簡單分享你的經驗
家人傳福音？請簡單分享你的經驗？
請簡單分享你的經驗？
（破冰題）
二、 向家人傳福音的方法
使徒行傳中記載初代教會很多時候是一家人信耶穌，歡喜的
受洗：徒 16:15 裡的呂底亞和她一家信主受洗；徒 16:33 禁卒
和屬乎他的受洗；徒 18:8

管會堂的

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

受洗。全家人能一起信主受洗是多麼讓人羨慕歡喜的事啊！
因此讓我們來思想如何積極向家人傳福音。

A. 以基督的愛來感化家人

神是愛，祂愛世人所以將祂的兒子耶穌賜給我們。當主耶
穌在世上所行所言在在表達了神對世人的愛。我們也因著
神犧牲的愛和耶穌基督犧牲捨己救贖我們，我們無法拒絕
神長闊高深的愛。因此，我們也要讓家人感受到神的愛，

那就要從我們對他們的愛開始。在與家人的生活中不忘愛
的表現，將基督的愛具體化，不要輕看一些不顯眼的行
動，不要吝嗇自己的時間或物質的犧牲，不要認為既然是
家人就可以隨意一些，反而要更為用心體會他們、愛他
們，讓他們感受到我們對他們的愛。
在舊約和新約裡，神命令作兒女的要孝敬父母（出 20:12;
弗 6:2-3）。讓我們向父母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愛和孝敬
吧！他們定會因我們遵守神的命令而高興，就願意來認識
神！

是聖靈的工作，我們和方法只不過是神使用的器皿，如果人
不聽從神的話語，就是有死裡復活的人去傳，也是無濟於事
（路 16:31），所以我們要有耐心的去傳講，有信心的為家人
禱告，在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見證，神必將救恩賜給我們的家
人。

討論問題 2：你曾經用過上述的方法，或者其他的方法給家人傳
福音嗎？請與大家分享（應用題）
福音嗎？請與大家分享（應用題）
如何積極的去做
如何積極的去做

三、

以下提供幾個選擇讓大家參考，你會選擇哪一個呢？

B. 為家人禱告

禱告是基督徒的一個屬天的權柄，神應允我們會垂聽我們
的禱告，常常為不信主的家人禱告，求聖靈在家人的心中
動工，柔軟他們的心，讓他們可以向神敞開心，來認識
神。信主是神的工作，我們不過是神的器皿，通過禱告向
神來懇求，神也會在祂的時間動奇妙的善工。

C. 生命的見證
生命的見證

與一起居住、生活的家人，生命見證是最直接的傳福音方
法，因為活出基督聖潔美好的生命可以感動家人，使他們
願意來認識耶穌。然而，很多基督徒的家人不肯信主是由
於他們沒有見證神的榮耀。
單憑口傳，既不能影響人，很多時侯反成為別人的絆腳
石，令人對基督教抗拒。活出基督徒應有的生命見證是最
直接的傳福音方法。

D. 善用媒體等工具

直接和家人談論福音，很難啟齒，我們應嘗試透過視聽媒
介，善用已有材料，隨時隨地讓他們接觸到福音及見證。
現在有很多的福音刊物和網絡電視的資源。陪他們一起收
聽或收看，節目完畢後按內容與他們討論，如此容易將一
個完整的信息傳遞，也可以減少很多尷尬場面及障礙，教
會的網頁，APP，優視頻道，倍恩廣播等都是我們可以利
用的資源。
無論用什麼方法，我們必須認定最重要的是：福音本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個人能夠相信神、接受主、完全

1. 帶領家人參加教會的啟程福音餐會。

觀看優視頻 節目
收 倍 廣播網 節目
聚 例 佈
誕節 節 敬
讚 節慶
每年 度 灣區春令
庭度假營
討論問題 3：從這一週開始，讓我們積極
從這一週開始，讓我們積極向家人傳福音！請組長
開始，讓我們積極向家人傳福音！請組長
帶領大家為未信主的家人提名
帶領大家為未信主的家人提名禱告
提名禱告（應用題）
禱告（應用題）
禱告：
阿爸
謝祢 祢
永恆 位份
祢
懇求 求祢
典
使我們全家可以在祢裡面享受永遠 樂
求祢繼續
服
勇氣 智慧
放膽
恆
祢的美德和祢奇妙的作為 再 次獻
謝 奉 得勝 名求 阿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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