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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細胞小組定義細胞小組定義細胞小組定義細胞小組定義(Cell )    
細胞小組(Cell) 是一群以信徒為核心的群體，藉著彼此委身、開放心

靈、倚靠聖靈、發揮恩賜、為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完成福音的使命。

故此小組以向外作見證，對內堅固門徒，訓練新領袖，按發展情況分

組。 

 

小組是教會行政和牧養組織中，最小的一個信徒生活的單位。每個小

組由 6-16 人不等。所有小組組員，加入小組前必須共同立約(參：附件

一)，向小組組員彼此承諾，同心建造，彼此關顧，彼此負責。每個小

組必須向未信者開放，進入未信的群體中服事，將基督的愛帶給他們。 

 

二二二二    各區小組分佈各區小組分佈各區小組分佈各區小組分佈    

 
 

 

三三三三    牧養架構牧養架構牧養架構牧養架構    
細胞小組教會的分層牧養與督導 

 

 

 

 

    

    

    

    

    

 

藍田福音堂小組 

兒童區 少年區 

中一至大一 
青年區 

18-25 歲 

職青區 

21 歲以上 
家庭區 盛年區 

50 歲以上 

幼童崇拜 

K1-K3 
兒童崇拜 

P1-P6 

1 

主任牧師 區  牧 區導師 

組 

長 

核心/組員 

實習

組長 

四四四四    事奉人員權責事奉人員權責事奉人員權責事奉人員權責    
四四四四‧‧‧‧一一一一    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主任牧師 

1. 向教會執事會負責。  

2. 策動、推動及帶領整個小組事工發展。  

3. 督導、鼓勵和培訓各區領袖(特別是區牧)。  

4. 出席各區組長會議。  

5. 負責委任及選派各區區牧/區導師。 

6. 支援各區小組聚會。  

四四四四‧‧‧‧二二二二    區牧區牧區牧區牧 

1. 向主任牧師負責。  

2. 主持該區組長會。 

3. 按主任牧師的異象協調區內各組工作。 

4. 向主任牧師建議區導師名單。 

5. 建立區內各區導師的隊工精神。  

6. 培訓、督導、牧養區導師。  

7. 處理區內組長牧養問題及紀律問題。 

8. 負責牧養及輔導區內各工作人員。  

9. 組織組長會及導師會。 

10. 接受在職訓練。 

11. 安排特別探訪工作。 

12. 出席區牧會議。 

四四四四‧‧‧‧三三三三    區導師區導師區導師區導師    

1. 向區牧負責，接受區牧守望。  

2. 負責牧養區內小組組長。  

3. 與組長及實習組長定期開會檢討各組情況。  

4. 建議組長及實習組長名單，交由區牧委任。  

5. 跟進各組聚會情況及各組目標進展情況。 

6. 遇緊急情況，支援組長或轉介區牧。  

7. 出席區內組長會，參與及檢討各組聯合性活動。  

8. 協助推動教會整體性聯合聚會。  

9. 參與區導師會及導師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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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1. 組長由區導師推薦，區牧委任。  

2. 組長必須向分區區牧及導師負責，且接受教會的小組組長訓練和

督導。  

3. 組長資格： 

a. 有受教的心 

b. 有建立別人作門徒的心 

c. 是本堂會友 

d. 完成基礎組長訓練 

e. 接受守望也參與守望 

4. 組長的責任： 

a. 物色及訓練一個實習組長。 

b. 計劃及領導每星期一次的細胞小組聚會。 

c. 計劃及組織任何其他的小組活動。﹝聯誼、關顧、外展、短宣

等等﹞ 

d. 牧養小組組員。﹝透過授權，協助組員發掘及發揮恩賜，鼓勵

組員關顧來賓及其他組員﹞ 

e. 觀察小組組員的成長及安排裝備。﹝參：附件五﹞ 

f. 經常為組員代禱。 

g. 發動祈禱錬。 

h. 參加組長會議。 

i. 每週檢討那星期的小組聚會。﹝完成小組報告﹞ 

j. 小組後與導師作出聚會檢討。 

k. 向區牧推薦組員接受洗禮。﹝參附件三、四﹞ 

l. 向崇拜部推薦合適事奉人員。﹝參：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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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五五五五    實習組長實習組長實習組長實習組長 
1. 向區導師及組長負責。  

2. 必須是本堂會友。 

3. 完成核心組員訓練及組長訓練。 

4. 願意開放生命進入交流，接受裝備作組長。 

5. 協助組長各項工作。  

6. 出席組長會。  

四四四四‧‧‧‧六六六六    核心組員核心組員核心組員核心組員    
1. 向組長及實習組長負責。 

2. 必須完成核心組員訓練。 

3. 在小組裡有穩定的守望者。 

4. 小組以外，積極關心組員。 

5. 積極參與小組事奉。 

6. 個人與主有健康的關係。(包括：重視每天與神相交及重視每週主日崇拜) 

四四四四‧‧‧‧七七七七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1. 向組長及實習組長負責。若未能出席小組活動，須主動知會組長。 

2. 必須遵守「細胞小組盟約」的內容。 

3. 組員必須經訓練纔可負責聚會環節。  

四四四四‧‧‧‧八八八八    嘉賓嘉賓嘉賓嘉賓 
1. 凡未簽署「細胞小組盟約」者。  

2. 未信主而願參與小組活動的朋友。  

3. 嘉賓無任何權責。若嘉賓行為帶來滋擾，組長可拒絕其出席。 

4. 嘉賓不能參與崗位性事奉，組長可按其興趣邀請其協助破冰。 

五五五五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組織組織組織組織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五五五五‧‧‧‧一一一一    來賓加入小組來賓加入小組來賓加入小組來賓加入小組    
a. 經組長/實習組長及組員完成靈程指引。 

b. 願意簽署小組委身盟約，接受守望。 

c. 在小組聚會中正式宣告有關新組員加入之消息，必須在小組報告中列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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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二二二二    退組退組退組退組、、、、轉組及停止參與小組轉組及停止參與小組轉組及停止參與小組轉組及停止參與小組  

a. 退組 ----- 組員若要求退組，必須向組長陳述退組理由；並得分區

導師約見，理解情況，然後匯同區牧，處理退組事宜。有關退

組決定必須在小組報告中列明。 

b. 轉組 ----- 組員若要求轉組，必須向組長陳述轉組理由；並得分區

導師約見，理解情況，然後匯同區牧，處理轉組事宜。有關轉

組決定必須在小組報告中列明。 

c. 停止參與小組  

若組員的言論行為、生活見証、道德操守，嚴重影響小組其他組

員及正常活動的運作，經組長屢勸無效，組長得向區導師尋求協

助，經理解情況，証明屬實，匯同區牧可停止該組員參與小組正

常生活。有關停止小組組員之決定必須在小組報告中列明。 

    

五五五五‧‧‧‧三三三三    小組分殖小組分殖小組分殖小組分殖    

a. 分殖的條件：原先小組核心組員超過 10 人其中有一位實習組長、

有不少於 4 名核心組員委身新小組、實習組長得區導師推薦並得

區牧接納委任。 

b. 經區牧同意下安排分組、定分組時間、感恩慶祝會 

c. 向主任牧師報告。 

 

五五五五‧‧‧‧四四四四    尊重私隱原則尊重私隱原則尊重私隱原則尊重私隱原則    

若涉及暴力、自殺、傷害自己/他人、犯法行為、虐待兒童、性罪、

賭博、損害教會聲譽、涉及影響他人利益等，不應替對方守秘密，

要諮詢區牧。除上述情況外，組員未經有關人士同意不得直接或間

接透露別人私隱。小組分享絕不外傳。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牧養異性組員牧養異性組員牧養異性組員牧養異性組員    

盡可能由相同性別的實習組長、核心組員或同工協助牧養。 

 

五五五五‧‧‧‧六六六六    牧養及紀律問題牧養及紀律問題牧養及紀律問題牧養及紀律問題    

遇到在牧養及紀律上問題，超出自己能力範圍內的牧養，要盡快

諮詢區導師/區牧。 

 

 
5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藍田福音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藍田福音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藍田福音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藍田福音堂    

《《《《細胞小組委身盟約細胞小組委身盟約細胞小組委身盟約細胞小組委身盟約》》》》    

    

細胞小組核心價值細胞小組核心價值細胞小組核心價值細胞小組核心價值::::    

小組是一群以信徒為核心的群體，願意進入生命結連，委身小組

組員生命成長，捨己面對衝突，擁抱國度胸襟，倚靠聖靈行事。 
    

我們同意遵守下列承諾我們同意遵守下列承諾我們同意遵守下列承諾我們同意遵守下列承諾::::    

小組七大守則 

1. 要投入 2.要真誠 3.要謙虛 4.要體貼 

5.要保密 6.要經常 7.要行動 
耶穌基督賜給我平安，我會將這平安分給沒有的人。 

 

我知道每次小組聚會都可能是一個生命的轉捩點，所以我會將這個事

奉作為我生命中優先的事。 

 

我會儘量在一個小組週期內(由開始新組到分組)帶二三人來參加小組。 

 

我會幫助那些在憂患中的人，耐心幫助他們，以致他們能夠選擇是否

願意回應基督無條件的愛。  

我求上帝賜我寬大接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 

我不會批評論斷人，卻力求自己成長。 

我會常常緊記上帝在祂永恆的旨意裏容許事情發生，有祂善良的目的。 

我會在每一個處境中以禱告求問，然後作祂恩慈的出口。 

 

我會盡力避免以自己的經驗回應別人複雜的處境 

 

組員簽署:                 組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______年____月___日 

 
參考經文: 羅 14:19 ; 彼前 1:22 ; 弗 4:2-3 ; 4:29 ; 腓 2:2-3:7。 

    6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在基督裡得自由在基督裡得自由在基督裡得自由在基督裡得自由    《《《《守望服事者指引守望服事者指引守望服事者指引守望服事者指引》》》》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 : : :    
1. 真理是對抗黑暗國度的武器。真理就是光，黑暗永遠不能勝過光。撒旦

要將事物隱藏在黑暗裡，但聖靈要藉真理將暗昧的事曝光並對付它們。
約 1:1-5 

2. 所以，耶穌說「真理使人得自由」(約 8:32)。因為真理由真理的靈啟示。 
3. 透過基督裡得自由將人裡面任何高舉自己、或與神的真理相牴觸的事物

拋去，進入耶穌基督的順服之中。人若不坦誠，不承認暗昧的事，則不
會蒙福。 

4. 我們能在基督裡愈來愈認識自己，不是透過工作去認識自己；亦愈來愈
會信靠神，更能享受在基督裡的自由。 

5. 在服事的進程--釋放的七步，目的是鼓勵與神與人復和。肯定在基督裡
的身份。指出所信的謊言，處理個人的掙扎，成長的阻礙。  

6. (林後 10:3-5) [3]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4]我們
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
壘，[5]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就是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7. 爭戰的兵器(弗 6:11-24) 在神面前有能力。 
    
被服事者的預備被服事者的預備被服事者的預備被服事者的預備：：：：    
1. 必須清楚得救，願意讓聖靈引導、更新。 
2. 預備開放的心，把自己放在神手，讓神把你裡面隱藏的黑暗顯露出來。 
 
守望服事者需留意守望服事者需留意守望服事者需留意守望服事者需留意：：：：    
1. 被服事者的真誠。 
2. 被服事者的態度。 
3. 被服事者的悔改。 
4. 讓聖靈的參與。 
5. 分辨被服事者的捆綁、傷痛、惡習、咀咒等等。 
6. 邀請被服事者寬恕、悔改、宣告、祈禱等等。 
7. 若被服事者感到困難未能完成或只可停留在某一步，即可停止進行，直

至另作安排為止。 
8. 完成基督裡得自由，必須向組長、區牧匯報結果。 
 
明白被服事者的意願明白被服事者的意願明白被服事者的意願明白被服事者的意願：：：：    
1. 願意在惡習中得著自由，卻不願意完全放棄惡習。 
2.   願意在捆綁中得釋放，卻不願意改變生活方式。 
3. 願意在捆綁中得釋放，卻只為得著別人的關注及同情。 
4. 願意經歷聖靈的更新，卻否定聖靈的工作。 
5. 如遇到以上類似情況，必須通知組長、區導師、區牧跟進。 
 7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水禮或轉會申請者須知水禮或轉會申請者須知水禮或轉會申請者須知水禮或轉會申請者須知    

    

1. 申請人年齡足十六歲或以上，必須清楚得救，悔改信主。 

2. 申請人已完成「初信栽培」、「靈程指引」、「基督裡得自由」。 

3. 申請人必須由小組組長推薦，有穩定小組生活。 

4. 水禮者需按時完成水禮班及會友班。轉會者則只需按時完成會友

班。 

5. 開課前必須遞交有關申請表、相片 2 張、兩張推薦人問卷、400 字

「個人得救見證」(註：得救見証需預先交小組組長審閱，內容如

下) 。 

6. 完成課程後，申請者需簽署一份「播道會藍田堂基本會友委身盟

約」，而教會將安排執事查問信德。 

7. 當執事確定水禮者或轉會者之信仰清晰，會即時派發「水禮或轉會

通知書」。 

8. 水禮者會被安排在教會聚會中講述個人得救見證，每位限時 3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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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分享個人得救見証指引分享個人得救見証指引分享個人得救見証指引分享個人得救見証指引    

字數: 400 字 

講述時間: 3 分鐘 

    

分享見證時分享見證時分享見證時分享見證時，，，，將它分為三部分將它分為三部分將它分為三部分將它分為三部分：：：：    

1.信主前            認識基督前的生命！ 

2.悔改信主經過      你如何信主！ 

3.信主後            信主後的生命！ 

 

第一部份： 

信主前(認識基

督前的生命) 

分享你信主前的生活分享你信主前的生活分享你信主前的生活分享你信主前的生活 : : : :    

你未相信耶穌之前，生活是怎樣 ? 

1. 你對自己的人生，內心有什麼想起 ? 

2. 你被什麼罪所纏繞？ 

3. 你生命中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 

4. 未信主前你遇到什麼事情是最深刻 ?  

5. 你如何尋找安全感、幸福和心靈的平安？ 

第二部份： 

悔改信主 

(如何信主) 

分享你信主的經過分享你信主的經過分享你信主的經過分享你信主的經過：：：：    

1. 你何時第一次聽見並明白福音？ 

2. 什麼使你決定悔改接受基督？ 

3. 什麼使你覺得需要耶穌 ? 

4. 你如何接受基督？ 何時 ? 何地 ?  

此處要簡潔！ 

第三部份： 

信主後… 

( 信 主 後 的 生

命) 

分享你生命中的改變分享你生命中的改變分享你生命中的改變分享你生命中的改變：：：：    

1. 神滿足了什麼你內在需要？ 

2. 你的個性如何變得更好？ 

3. 你在你的生命中看見什麼改變(態度、行為和問

題)？ 

4. 現在耶穌基督對你而言有何意義？ 

5. 你憑什麼有永生的把握? 

6.  你生命中的改變，有那方面最值得感謝神 ? 

 

 9 
10 



裝備系統金句裝備系統金句裝備系統金句裝備系統金句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約翰 3:16 
約翰 10:10 
羅馬 5:8 
羅馬 3:23  
約壹 1:9  
弗 2:8-9  
羅馬 10:9 
林後 5:17 
徒 4:11 
羅馬 6:23 

馬太 28:19-20  
馬可 12:29-31  
加 3:11 
彼前 2:9  
詩 119:11  
羅馬 12:1-2  
約翰 15:5 
彼前 5:7  
加 5:16 
希 10:24 

歌羅西 1:16  
約壹 2:17  
羅馬 8:28-29  
雅各 1:12 
提後 2:15  
馬太 11:29-30  
林後 12:9  
彼前 3:15  
林後 10:4-5  
約翰 14:15 

腓立比 2:5  
提前 4:16  
加 5:22-23 
加 5:19-21  
以賽亞 30:15 
以賽亞 40:31 
提後 1:7  
路加 16:10 
路加 18:17 
腓立比 4:13 

    

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        守望指引守望指引守望指引守望指引    

守望五個重要問題: 

1.你有遵照主的吩咐生活嗎？ 

2 你有否違反主的禁戒？ 

3 你有沒有一些行為令你疑慮？ 

4 就以上的問題，你有沒有向我隱瞞？ 

5 你還有什麼要我知道？ 

    

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鏈鏈鏈鏈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實習組長實習組長實習組長實習組長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註註註註: : : :     

 
代禱資訊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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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牧養小組聚會報告表牧養小組聚會報告表牧養小組聚會報告表牧養小組聚會報告表        

 
組別：      組     成員人數：               出席人數：       

聚會日期：                   組    長：    

若非一般小組聚會:  請說明內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  組會評估組會評估組會評估組會評估    
1.  破開冰山 (led by    )    是/否  ‘否’之原因 

1.時間不超過廿分鐘      是/否 _________ 

2.組員參與積極       是/否 _________ 

3.有助組員分享經歷      是/否 _________ 

4.沒有此項，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改善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齊來敬拜 (led by        )    

1.組員參與積極       是/否 _________ 

2.組員能夠盡情頌讚主     是/否 _________ 

3.沒有此項，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改善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彼此建立 (led by        ) 

1.討論主題及分享中心是          

2.主題適切組員需要      是/否 _________ 

3.組員積極分享自己的需要與掙扎    是/否 _________ 

4.組員積極回應別人的分享     是/否 _________ 

5.達致彼此建立的果效      是/否 _________ 

6.有為組員個別需要禱告     是/否 _________ 

7.沒有此項，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改善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異象分享 (led by        ) 

1.分享重點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組員對分享的異象有積極回應    是/否 _________ 

3.沒有此項，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改善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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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1.聚會準時開始       是/否 _________ 

2.聚會時間不超過 2 小時     是/否 _________ 

3.你認為大部份組員享受這次聚會   是/否 _________ 
 

 

乙.  組會跟進組會跟進組會跟進組會跟進：：：：    
1.  組員作出了這些有意義的決定： 

 

2.  組員中出現了如下的需要有待組長跟進： 

 

3.  請求分區導師在下列事情上給與幫助： 

 

4.  其他意見：  

5.  出席情況：  

組員姓名 出席/缺席—

原因 

來賓姓名 次數 領來者 

     

     

     

     

     

     

     

     

     

*為核心組員 

 

填表日期：       

填 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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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靈程地圖你的靈程地圖你的靈程地圖你的靈程地圖    
((((一一一一) ) ) ) 初信者初信者初信者初信者 

以下是你作為一個初信者的靈程項目，請以「√」選出三項在短期內

最需要實踐在你生命中的。你在前兩頁的檢討和你目前生命的現況都

可以幫助你作這抉擇。 

 

 

 

 

 

 

 

 

 

 

 

 

 

 

 

 

 

 

 

 

 

 

 

 

 

 

� 花時間祈禱 � 背誦聖經 

� 修正你的價值系統 

� 成為一個活躍的細胞小組組員 

� 成為神家裏的人 

� 受洗加入基督的身體 

� 有穩定的靈修 

� 有得救的確據 

� 進入屬靈爭戰 

� 打破堅固營壘 

� 得著聖靈的能力 

� 建立正確態度 

� 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 和一個守望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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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招募主日崇拜事奉人員指引  

(包括主席、司事、音響、敬拜隊員及音樂事奉人員) 

 

請細胞小組組長向崇拜部執事推薦有下列素質的組員參與主日崇拜事

奉： 

 

1. 柔和順服；（內心服主／願意學習／能真誠分享是重要的） 

2. 心靈潔淨 ; (沒有自卑--怕人看不起自己、無安全感、驕傲--要被人

認識、苦毒--被人講一句話也受傷…等等) 

3. 本堂會友，完成第一裝備階段；（包括經歷過新造營及基督裏得自

由的服侍，並體會聖靈臨在） 

4. 在小組負責相關服事有效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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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1. 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手冊，李樂夫‧王利民著，高接觸有限公司出

版   P.322 

2. 靈程指引 I﹝初信者﹞，王利民著，高接觸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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