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第二堂 小組中的牧養與關懷

M2-801 教會中小組的事奉



教會是小組的引導與資源

小組是教會的動力與實行



重生的基督徒
Born-again Christian

獻身的基督徒
Disciples
/Committed Christians

成熟的基督徒
Matured Christians
/Church Leaders

有使命的工人
Missionaries/Min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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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職事(彼得) - 得材料
Key point - 基督的救贖
Key words - 相信，接受
Key works - 傳福音，Outreach

廣傳全備福音

生命的職事(約翰) - 被製作
Key point - 全備的救恩
Key words - 追求，長進，生命的改變
Key works - 栽培，造就，各种的聚會

追求更深生命

Vision -『基督和教會』
Implementation -『道成肉身』
Process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造的職事(保羅) - 被建造
Key point - 身体的事奉
Key words - 事奉，配搭，合一
Key works - 訓練，建造，成全，

各种的事奉

建立身体事奉

見証的使命(教會) - 道成肉身
Key point - 合神心意的教會
Key words - 使命，見証，活出
Key works - 異象的傳承，使命的活出

彰顯基督榮耀

VIP Model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1）

從前掃羅作我們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入

的是你．耶和華也曾應許你說、你必牧養我的

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 (撒上5：2）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賜福給你的產業、牧養他

們、扶持他們、直到永遠。（詩28：9）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2）

又揀選他的僕人大衛、 … 。 於是他按

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

引導他們。 （詩78：70-72）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3）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

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賽40：11）

我也必將合我心的牧者、賜給你們．他們

必以知識和智慧、牧養你們。（耶3：15

）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4）

我要將我羊群中所餘剩的、從我趕他們到的各
國內、招聚出來、領他們歸回本圈、他們也必
生養眾多。 我必設立照管他們的牧人、牧養
他們．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也不缺少一
個．…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
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
公平、和公義。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

的義。 （耶23：3-6）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5）

…禍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養自己．牧人豈不當
牧養群羊麼。… 因無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
了一切野獸的食物。 我的羊在諸山間、在各高岡上
流離、在全地上分散、無人去尋、無人去找。 …我
的羊因無牧人就成為掠物、也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
．

… 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我必
從萬民中領出他們、從各國內聚集他們、引導他們
歸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
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們。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6）

… 我必在美好的草場牧養他們．他們的圈必在以
色列高處的山上．他們必在佳美之圈中躺臥、也
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吃草。… 失喪的、我必尋
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
病的、我必醫治．…也要牧養他們。… 所以我必
拯救我的群羊不再作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
施行判斷。 我必立一牧秉公人照管他們、牧養他
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
的牧人… 他們必不再作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
獸、也不再吞吃他們、卻要安然居住、無人驚嚇
。你們作我的羊、我草場上的羊、 … 我也是你
們的 神． … 。（以西結 34：1-31）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7）

我…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是好

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10：10-11）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

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 神的教會、就是他

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凶

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 （

徒20：28-29）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8）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按著 神
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
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彼
前5：2）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
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啟7：17）



歸納起來 …

率領以色列人出入

拯救、賜福、扶持

按心中的純正牧養

用手中的巧妙引導

合我心的牧者

以知識和智慧牧養

領、聚集、抱在懷中

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

掌王權、行事有智慧

公平、公義

秉公、判斷、監督

美好的草場
尋找、領回、纏裹、醫治
他們不再懼怕、不再驚惶
得救、安然居住、
無人驚嚇、不作掠物
叫羊得更豐盛的生命
為羊捨命
為羊群謹慎
愛惜、顧念羊群
按著 神旨意照管
甘心、樂意
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
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聖經中如何形容牧養？
（9）

耶穌第…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

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

說、你牧養我的羊。 （約21：16）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
吃園裏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吃牛羊
的奶呢。（林前9：7）



小組中關懷事工的目的

『人人被關懷，人人關懷人』

我們關懷的內容是給基督的生命，
關懷的目的，是彼此得著基督。



小組中關懷事工的目的及可行的方案

關懷的定義及目標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
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你們各
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
督的律法。（加6：1-2）



關懷的定義及目標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
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 因為各人必
擔當自己的擔子。 （加6：3-5）



幾點對關懷事工的提醒

要屬靈

要切實

要及時

要合乎真理

要倚靠聖靈

不要單獨

不要驕傲

不要灰心

不要好為人師

不要照自己的意思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可
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
叫他生長的 神。」 （林前3：6-7）



小組中的牧養與關懷（一）

授課老師：楊念慈

 小組在VIP 模式中的地位是什麼？

 什麼是聖經中所定義的牧養？

 小組長牧養的角色、範圍、及目標

 關懷的定義及目標?

 幾點對關懷事工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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