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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Acts 20:22-23 

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
道在那裡要遇見什麼事；但知道聖靈在
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
我。

And now, compelled by the Spirit, I am 

going to Jerusalem, not knowing what 

will happen to me there. I only know that 

in every city the Holy Spirit warns me that 

prison and hardships are facing me.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
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
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However, I consider my life worth nothing 

to me, if only I may finish the race and 

complete the task the Lord Jesus has 

given me--the task of testifying to the 

gospel of God's grace.

使徒行傳 Acts 20:24 



保羅人生的主軸
The Main Focus of Paul's Life

傳揚基督是保羅人生的主軸
Preaching Christ was the main 

focus in Paul's life



… 掃羅和大馬色的門
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
各會堂裡宣傳耶穌，說
他是神的兒子。

... Saul spent several days 

with the disciples in 

Damascus. At once he 

began to preach in the 

synagogue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使徒行傳 Acts 9:19-20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
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
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For two whole years Paul stayed there in 

his own rented house and welcomed all 

who came to see him. Boldly and without 

hindrance he preached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aught about the Lord Jesus 

Christ.

使徒行傳 Acts 28:30-31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28-29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
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
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
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We proclaim him, admonishing and 

teaching everyone with all wisdom, so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one perfect in 

Christ. To this end I labor, struggling with 

all his energy, which so powerfully works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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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團隊是關鍵
A unified team is the key

巴拿巴Barnabas

西拉Silas

亞居拉和百基拉
Aquila and Priscilla

亞波羅Apollo

提摩太Timothy

提多Titus

馬可Mark

路加Luke



結論 Conclusions

1. 傳福音應當成為我們教會事工的主軸
Preaching the gospel should be the 

main focus in MGC ministries.

2. 組建合一的團隊是關鍵

The key is to build up a unified team.



劉效耶姊妹的見證





關潤明弟兄的見證



戴士鵬弟兄介紹“幸福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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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幸福小組？

 幸福小組是台灣高雄『福氣教會』於2012年發展出來的佈道方法。

 一年有上千慕道友參加, 受洗比例約30%, 『福氣教會』成為全台灣會友人數增長
最快速的教會之一。

 幸福小組傳福音, 深具果效，目前為台灣最火熱、最佳的佈道系統, 也逐漸傳到世
界各地華人教會。

 最近二年，這個傳福音策略開始在加州華人教會使用。



什麽是幸福小組？

一群弟兄姐妹, 在家中把福音的消息傳給慕道友的團體佈道策略 。

特點：

• 把宣教工場移到家裏, 在輕鬆, 不拘束的環境下傳福音

• 有固定時間、地點、團體，

• 福音的消息: 八週信息

1.真幸福 2. 真相大白 3. 萬世巨星

4. 幸福連線 5. 上帝來敲門 6. 十字架的勝利

7. 釋放與自由 8. 幸福的教會



什麽是幸福小組？

一群同心合一的弟兄姐妹, 以慕道友為導向, 把福音的消息傳給慕道友的團體佈道策略 。

特點：

• 同心合一的團隊

 集思廣益，各盡所長，互相搭配、同舟共濟合一的團隊

 佈道策略: 破冰、敬拜、見證分享、信息、禱告、交誼

 一種「任務編組」小組傳福音的「團體佈道」, 

 以慕道友為導向:

 了解慕道友的靈命需要

 分享信息需生動有趣，生活化.

 表達信息少用傳統聚會時說的屬靈術語, 要用易了解, 大衆化的措詞。



幸福小組產生的效應

 「幸福小組」不只讓慕道友幸福

 個人方面

 直接經歷到參與大使命的喜樂，和結果子的成就感

 操練個性, 靈命提升

 跨越自己的極限，領悟到傳福音其實不難

 教會方面

 教會團結一致, 充滿生命力，感受到復興的喜悅

 成為撒網得魚教會

 有福音產業的分享與傳承



結論：什麽是幸福小組？

弟兄姐妹藉著同工培訓，建立同心合一團隊, 向慕道友傳福音, 

活出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 愛人如己的生命,

完成

把福音傳到地極，使萬民成主門徒的大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