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CCC 2013 Workshop  



我们所做之事乃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乃是取决于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眼光乃是决定于我们所站之处。 



从人的故事到神的故事 – 调整我们的地位：
Where do you stand? 

从教会需要到国度需要 – 调整我们的视野：
What do you see? 

从小组团契到圣徒相通 – 调整我们的心态：
What do you think? 

从建堂基金到宣教基金 – 调整我们的做法：
What do you do? 



– 调整我们的地位：Where do you stand? 

你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他们
的教会，神的教会? 



1. 人事行政 – 聘用教牧同工 

2. 爱心关怀 – 慈惠金 

3. 福音布道 – 福音布道聚会 

4. 社会关怀 – 扶贫计划 

5. 普世宣教 – 支持宣教士及宣教机构 

6. 产业维护 – 建教堂；维修；购置设备 

7. 儿童与青少年事工 – 儿童及青少年活动 



神把教会设在地上，没有把教会设在天

上；把圣徒留在地上，没有把圣徒提到

天上；明显地是要我们与这破碎，沉沦，

罪恶的世界一同承担苦难；并且藉活出

新创造在苦难中的盼望与忍耐，见证神

救赎的恩典与能力。 



认识圣经所启示的教会真理 – 从教会
的本质，功能，使命…等等谈起。 

认识地方教会独特使命： 从教会的历

史，地点，发展经历，会众，恩赐，
资源…等等来考虑。 

建立符合教会角色的教会文化。 



1. Conveniently located on Route 9, MA. 

2. No student ministry to speak of. 

3. Most of the new comers are young families from 
China, with very young children and aging parents;  

4. Church congregation is highly intellectual, and 
capable. 

5. Most of the families are financially secure. 

6. Solid foundation for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unity 



1. We will take Bible very seriously 

2. We will exercise what we learn from the Bible 
in our daily life 

3. We will foster a loving community 

4. We will insist on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5. We will actively engage in Christian missions 



请列出三项你希望贵教会在2023年时能达到
的目标： 

1. 我希望我们教会在2023年的时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希望我们教会在2023年的时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希望我们教会在2023年的时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调整我们的视野：What do you see? 

 

每个地方教会都有其独特之处。此

独特性在神的普世的大计划里扮演

什么角色? 



教会不等于国度。教会是神国度在地上的大
使馆。 

As we are ambassadors [presbeu,omen be an 

ambassador, be a representative (for someone)] of 

Christ ==》 

We represent Christ. It is both a commission and 
an empowerment – Matthew 28:19-20; Acts 1:8. 

因此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在於成就神国度在这
地上的计划。 



神的国度需要门徒 – 教会要为神的国
度造就门徒：做个门徒，造个门徒。 

神的国度需要工人 – 教会要为神的国
度培训工人 

神的国度需要金钱 – 教会要为神的国
度筹募基金  



 宣教不是到一个羡慕我们的地方或人群中，
帮助他们过我们的生活方式。 

 宣教是帮助不认识神的人认识神；认识神
的人更愿意委身与神；委身与神的人常得
着激励与支持。 

 



谁是我的邻舍?  

路加福音 10:25-37 

“36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
邻舍呢。37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
去照样行吧。” 

 



1. 我们教会在哪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以至于可以去帮助其他的教会?  

2. 我们教会在哪些方面处于相对劣势，
以至于我们需要其他的教会的帮助?  

3. 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经验和现实条件，
我们要从何着手来发掘别处的需要?   



 – 调整我们的心态：What do you think? 

明白我们站在神的故事里面，看到神国度有

许多不同的需要；接下来怎么办? 

教会的心态决定于个人的心态；因为教会是

个别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 



以赛亚书 55：8-9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
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马太福音 14:15-16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
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
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
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路加福音5: 3-6 

3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

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
人。4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
处，下网打鱼。 

5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
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6 他们下了
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When means become ends, we begin to 

become detached from God’s purpose; 

and the church becomes little different 

than a social club。 

 Separate church mission from 

church functions 



教会的心态必须要改变，才能真正兴旺，满有能力。 

马太福音17：4-6 

 “4 彼得对耶稣说，主阿，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

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5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

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

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6 门徒听见，就

俯伏在地，极其害怕。” 



– 调整我们的做法：What do you do?  



1. Mission supports – missionary or mission 
organization. 

2. Ministry supports to other churches – their 
ministers, their ministries…etc. 

3. Encouragements to other churches 

4. Advise, teaching, and strategic planning provided 
to other churches. 

5. Material and physical supports to other churches: 
books, CD/DVDs, teaching materials…e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