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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准备好做“家庭建造者”带领人了吗？

——丹尼斯 • 雷尼（Dennis Rainey）

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三十年来，他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用妻子的话说，彼此之间

除了“恶语相加”之外，已无话可说；他们早已心灰意冷。

离婚之后，妻子搬到很远的地方，试图开始新的生活。她开始去教堂参加聚会。在那里，

她第一次明白了福音的意义并决志信主。一天晚上，一些朋友邀请她参加一个家庭查经班，那

次学的正是“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程。

“我的婚姻真是不堪回首，我的整个生活也是如此，”这位女士写道，“但现在，我的内

心开始经历奇妙的改变，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明白自己的婚姻中缺少了什么——我们都没有

和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那天晚上，复婚的念头开始出现在我的心里，但对此我的内心有很

大争战。”

通过“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程的学习，这位女士研读《圣经》并领悟了其中的道理，

这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她给前夫写了一封信，和他分享所学习的课程。意外的是，

她接到了前夫打来的电话，第一次谈起神对他们婚姻的美意。

又过了一周，前夫乘飞机来见她，参加了“家庭建造者”的一次课。他们一起研读《圣经》，

认真回答学习材料中提出的问题。那个周末，这位女士的前夫也决志信主了，并请她再次嫁给他，

她欣然同意了。

像这样得益于“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程的夫妻还有很多。通过带领“家庭建造者”

课程的学习，你可以帮助别的夫妇与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从而使他们彼此也更亲近，同时

还可以改善你自己的婚姻——“家庭建造者”系列课程非常有用！

结婚后，夫妻会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困惑。他们渴望能找到答案，建立婚前梦想的那种亲密

关系，消除彼此的隔阂，享受夫妻合一的幸福。而且，他们都渴望和神更加亲近，并且想知道“他

的话语改变自己的生命”这一事实，虽然他们中一些人对此并不知晓。

创办本系列课程，因为我们发现帮助夫妻的一个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小组中学习神教导的

婚姻原则。当今社会，离婚已经变得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成长过程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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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习维系婚姻；而夫妻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持续的鼓励，以维持他们对婚姻的承诺。

“家庭建造者计划”课程的学习，可以给夫妻带来诸多的益处。

(1)   鼓励夫妇研读《圣经》，从中学习建立稳定而又美满的婚姻的原则。他们不仅要学习，

而且还要将这些原则应用于自己的婚姻。

(2)  帮助夫妇应对婚姻生活中深层次的问题。吉姆 • 德菲（Jim Diffee）是田纳西州杰克逊

（Jackson Tennessee）福音教会的一名兼职带领人。他在“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

程的《门徒日记》中写道：“这课程是积极且富有挑战性的。虽然我信主十六年了，而

且结婚也已经八年了，在回答课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时，仍然觉得自己离《圣经》的要

求还有差距，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生活。”

(3)  鼓励夫妻进行互动。查经学习的地点通常在家里，气氛比较轻松，有助于彼此间的交流，

因为人们在宽松的环境中更容易敞开心扉。在学习小组中，大家可以放慢节奏，彼此交

流。这不仅能加深彼此间的了解，还能增强信任，发展彼此间深厚的关系；从而在应当

承担的责任方面相互鼓励，帮助彼此寻求神的引领，顺服神的话语。

(4)  夫妇在这里可以很容易地互相教导。神不仅使用收费的专家或受过高级训练的教师来做

他的工作，还可以使用“普通人”。神虽然使用训练有素的专家，但神同时也使用“普

通人”，透过我们做工。

          一次钓完鱼开车回家的时候，一个好朋友给我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当时，我

问他：“如果家庭的传道事工发展很快，而你也很想帮助教会加强家庭建造，你会怎么

做？”当时，他在昏暗的车里给出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会把传道

的事工交到普通会众手上，而不是少数专家那里。”我们正是这么做的。我们有成千上

万的“家庭建造者”的学习小组都是由普通的夫妇带领的，而且效果很好。

        我们有一些像罗伊（Roy）和苏珊 • 米拉姆（Susan Milam）这样的朋友，他们在自

己所在的社区里的确非同一般。罗伊回忆说：“曾有一位朋友严肃地对我说，‘生活不

是彩排节目，如果你真想在有生之年做点事情，也许你该考虑带领一个家庭建造者小组’。

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罗伊夫妇在第一次带领小组的过程中，见证了自己的和其他人

的婚姻变化。“丈夫们和妻子们开始就一些从未谈及的问题交换意见，”罗伊说，“以

前满是怨恨和愤怒，现在却变得友爱和相互支持了，我们见证了神使用‘家庭建造者’

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

(5) 带领小组无需太多准备。一期学习的时间不长（六七周），不一定非要是专家才可以带领。

(6)  带领人也将从中受益。经常有带领人告诉我们，“家庭建造者”学习课程帮助他们在婚

姻中成长。鲍勃 • 科尔（Bob Cole）和凯利 • 科尔（Kerri Cole）夫妇开始的时候觉得自

己的资历不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带领一个“家庭建造者”小组，后来他们决定试试，

结果他们很喜欢这个工作，带了好几年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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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回顾过去，看自己最初学习时做的笔记时，正如凯利所说，他们“才发现当时解决

了许多重大问题，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都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神不仅修复了看起

来无法修复的关系，还拿走了我们记忆中的苦痛，每次学习的时候，我们都享受着更亲密的关系。”

你准备好去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学习了吗？这本由凡睦利（FamilyLife）编写的《家庭

建造者带领人指南》将带给你极大的帮助。这本指南的主笔人德鲁 • 孔斯（Drew Coons）和基特 •
孔斯（Kit Coons）夫妇，从 1989 年起就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至今他们已带领了四百多个

小组，要分享带领人的经验的话，他们无疑是最佳人选。

我需要告诉你，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的事工真是让人着迷。一旦你开始做了，就会看

到神在你生命的作为，在你婚姻中的作为，以及你小组其他人生命和婚姻中的作为。真是让人

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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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使用一对普通的夫妇去影响许多的家庭吗？是的！

1989 年，我们用“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材料开始带领小组的时候，并未受过什么特殊

的训练。这些年来，神让我们亲眼看到一桩桩婚姻的改变，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与耶稣基督建

立个人关系。就我们自己的婚姻生活而言，虽然已经很美满和稳固，但神将我们的婚姻带到了

一个更高的境界。

神呼召我们所有做他门徒的人都要给他人的生命带去祝福，但很多人因为对未来缺少信心，

裹足不前，没有发挥出传道的才能。

请相信，当你顺服神，让他使用你去分享他的婚姻蓝图时，你就可以为众多的家庭带来真

正的影响。

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常见的顾虑

1. 我觉得没时间。

很多潜在的带领人都感到受时间的压力——想做的事情很多，可就是没时间。也许你不相信，

“家庭建造者”实际上能为你节约时间，让你把几项重要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有机会去做其他

一些事情，如：

• 花时间改善你们的夫妻关系

• 研读《圣经》

• 在基督里更新你的性格

• 娱乐交友

• 服侍教会

• 向其他人传扬基督的爱

• 巩固婚姻，建造你的家庭

准备带领课程同样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材料中提供有带领人教案，使准备工作变得简单快捷。

而且准备工作本身也很重要，可以使你思考你所带领的小组，思考圣经经文，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并为这些事情祷告。

你能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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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方面，没受过训练，也没有经验。

这并不是问题，一些初次带领的人实际上做得非常好。在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学习的

过程中，你会在“工作”中得到最宝贵的训练。“家庭建造者”材料设计得非常周密，带领人

只需提些问题就可以了，并不是非要达到优秀《圣经》教师的水平，才可以做带领人。这个角

色更像是协调人，而不是讲道人。协调人的主要工作是创造一个轻松友好的环境，让大家敞开

心扉，畅所欲言。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你就可以带领一个“家庭建造者”小组了。

如果你还是不确定是否该带领一个小组，也可以和其他夫妇一起带领，分工合作。相信神

会使用你去帮助其他夫妇的。

3. 我自己的婚姻生活还存在很多问题，又怎么能带领婚姻小组呢？

最好的带领人恰恰是那些愿意分享成功经验，又能直面婚姻生活中不尽如人意之处的夫妻。

除非是你们的夫妻关系正遭遇严重问题，一般的夫妇都能成为很好的带领人。你可以一开始就

让大家知道你和他们一样，正在学习如何改进婚姻生活。

一位带领人曾这样说：“我们从事‘家庭建造者’的事工已经三年了，与其说是带领那些小组，

不如说是大家一起学习，我们并不是咨询专家，只是一对普通的夫妇，希望大家有个美满的婚

姻生活。”

4. 我现有的婚姻不是第一次婚姻，怎么可能有人听我的呢？

经历了婚姻失败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顾虑，觉得没人相信自己在这方面能有什么经验和智

慧。但事实恰恰相反，经历过婚姻挫折的人往往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别人避免这样的不幸，他们

往往会成为非常出色的带领人，被神大大地使用。

要做一个出色的“家庭建造者”带领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1. 渴望神使用自己帮助别人。

《加拉太书》5 章 22-23 节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单单凭借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过基督徒生活的。

带领事工要结出更多的果子，就要跟随圣灵的引领，而不仅仅是去接受神学教育。每个“家

庭建造者”小组都有其特殊情况，不可能通过培训或预测来应对每一种处境，解决所有的问题，

只有依靠圣灵赐下的智慧才能应对各种情况。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 12节应许门徒说：“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许多“家庭建造者”带领人都有类似的体会，正在讨论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想出一个新的方式

来阐明某个道理或强调某个重点，后来发现当时他们所说的话正是小组成员需要听到的。圣灵

有时则要他们保持沉默，让小组的成员互相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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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守自己对婚姻的承诺，并愿意付出努力，使婚姻生活更美好。

这并不是说你的婚姻就是完美的，只是说你愿意保守这个承诺，并想做得更好。带领“家

庭建造者”小组，你需要每周和配偶一起讨论如何将《圣经》的话语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再

没有比这样更能帮助我们成长的了。

我们同样也鼓励小组能成为帮助夫妇们坚守婚姻承诺的地方，我们几年前就专门为此做出

了承诺。因为看到很多基督徒都在这件事上绊倒了，我（德鲁）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们看

到我和别的女人调情，或者行为不够检点，我希望你们马上告诉凯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

约束。

3. 渴望给人更多的关怀和鼓励。

也许带领一个志愿传道事工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善于鼓励别人。我们大家都需要别人的鼓励，

建议你们可以从夫妻间相互帮助做起。小组中有些人可能真的让人很难去关爱、去鼓励，但是，

既然爱他们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爱。《约翰一书》5 章 14-15
节的经文应许我们，我们向神祈求那样的爱，神就会赐给我们。

要记住神的爱是超越感情的，你的感情发生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为加速这种变化，你可

以先试着去爱一个“难以相处”的人，尽可能不要做得太明显。多想想那人身上的优点，你会

发现神会按着他的应许慢慢改变你对那人的看法。

4. 愿意做好客的人。

邀请客人来家里做客也是有技巧的，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漂亮的房子（甚至不一定很整洁），

也不需要摆上很多美食，重要的是让客人觉得受到尊重。神所喜悦的好客，不在于我们的房子

怎么样，而是一些尊重别人的细微表现，记得别人的生日，在别人有困难时愿意给予帮助，或

是一些鼓励的留言等，都是一种好客的表现。主耶稣愿意为我们经受十架的苦难，我们也应该

关心帮助身边的人，见证基督的爱。

5. 愿意从事夫妻传道的事工。

一位牧师曾这样说：“我妻子一直很支持我的传道，她参加我辅导的所有课程，还负责弹

奏钢琴。但是当我们一起带领‘家庭建造者’的学习时，那感觉更奇妙了。”他接下来描述了

他们如何在带领中配合默契，其乐融融，很明显他发现了妻子身上的宝贵财富。

可惜，在这个强调“个性”的年代，协作的想法并不太受欢迎，人们更强调个人价值而

不是合作。但是在婚姻中，神希望我们彼此需要，互相信任，为了共同的目标一同努力。我认

为夫妻之间的相互牧养在很多教会中都有待改进，“家庭建造者”的学习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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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传道常见的挑战

如果你打网球，就会知道混双的配合最难。不是说站在同一个场地就意味着配合——这是

我（德鲁）付出代价才学到的教训。我和凯特刚开始一起打球的时候，我总是指出她的错误，

并告诉她怎样可以打得更好。但我说得越多，她打得越糟，而且越来越糟，我不得不对她说：“你

下场拣球去吧，我自己打。”

但要想赢，靠我一个人也不行。那场球赛我们合作得虽然不好，我却惊奇地发现：凯特在

球场的表现与我对待她的方式有直接联系。我责备她，她就打得差；而我鼓励她，她的信心增强，

找到打球的乐趣，也有好的表现了。明白这点之后，我和凯特打球变成最有趣的事了。

我们一起从事“家庭建造者”及“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的事工，从中也得到了同样的教训。

面对压力，人极其容易指责对方，然而，我们一旦学会彼此尊重、互相鼓励，我们一起做服侍，

真的是件快乐的事。而且，我们还发现，这对一同发展传道事工是最重要的。

我们学到的另一条经验，是充分发挥各自所长，相互补充，使合作更加有力量。《圣经》

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传道书》4 章 9-10 节）

夫妻间都有很大的差异，神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清楚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差异越大，

我们组成一个团队的力量也越强大。

准备“家庭建造者”小组的带领事工时，我们分工合作。凯特负责为大家准备甜点，我则

负责收拾屋子，摆放聚会用的椅子。我们尽量在大家到来之前，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以便我们

两人都能和别的夫妇一起讨论。结束之后，我们一同整理收拾。

学习时，我们经常轮流带领不同的部分。当一个人带领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仔细留心神正

在人们心里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希望你们能够，将“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程看作是夫妻两人的传道事工，一起给其

他夫妇的生命带去非凡的影响；同时，通过将神的话语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一起服侍他人的

时候信靠神，来巩固你们的夫妻关系。

【见证】

我以前从未带领过任何小组。一次我们去见牧师，他让我们和其他五对夫妇一起带领一个

小组。当时，我们觉得有点受宠若惊，那五对夫妇中还有一位是教会的长老。这对夫妇后来告

诉我们，结婚三十五年了，可是我们学的一些内容，他们都还没讨论过。我们真的很需要“家

庭建造者”的学习，要带领这样的学习，你不一定非得是《圣经》教师或学者，课程设计得很周到，

使用起来很方便。

肯 • 莫里斯（Ken Morris）和依尔玛 • 莫里斯（Irma Morris）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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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家庭建造者小组

第 二 章

一旦你决定要建立一个“家庭建造者”学习小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在哪里进行呢？”

对大部分人来说，教会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建立教会里的“家庭建造者”小组

一对夫妇在参加“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的时候听说了“家庭建造者 •夫妻系列”课程。几天后，

他们向教会负责教育的部门提出想建立一个“家庭建造者”小组。得到许可后，他们开始在主

日学里增加了该课程，来参加的人很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如果你有兴趣在教会中开设这样的课程，可以去和牧师或者负责教育的人谈，说明你自愿

带领这样一个小组。

记住牧师都非常忙，所以不要只是把教材放在他的桌上，留下便条，说该课程对教会很有

益处。你应该亲自拿学习材料给牧师看，表示自己很想建立一个“家庭建造者”小组，并向他

解释这些课程的内容对你的生活有很大帮助，教会可以用很多种方式使用“家庭建造者”课程，

也可以让他看看“家庭建造者”的宣传录像。你要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做带领“家庭建造者”的事工。

1.“家庭建造者”事工带给教会的益处

以下几点是“家庭建造者”能够给教会带来的益处，你可以和牧师分享。

(1) 减轻牧师辅导的负担；

(2) 帮助构筑婚姻和家庭；

(3) 挽救不幸的婚姻；

(4) 提供小组学习策略；

(5) 可以装备小组成员，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传道；

(6) 有助于向非基督徒和不去教会的夫妇传道；

(7) 巩固夫妻关系；

(8) 激发教会成员与神亲近的热情。

2. 将“家庭建造者”事工引入教会的几种方式

(1)  小组。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如果教会已经有小组了，可以找负责安排课程的人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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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没有，你可以负责组织“示范小组”，建立一两个小组。

(2)   娱乐或者周末特别节目。教会或成人主日学通常会在某个周末特别强调婚姻的重要性，

这是分享“家庭建造者”课程的良好机会。你可以借此机会在娱乐中心或休闲吧举办一

些有趣的节目，加深人们的印象。

(3)   成人主日学校。很多小组的带领人在成人主日学中成功地运用了“家庭建造者”材料，

一对夫妇曾称“这是我们在主日学中使用的最实用的教材，它能让夫妻敞开心扉”。

3. 扩大“家庭建造者”事工的影响

在教会中宣传“家庭建造者”课程，如果你得到允许在教会中建立小组，你可以通过以下

方法扩大其影响。

(1) 向教会成员和邻居们发出邀请；

(2) 在教会的宣传板、通讯或宣传页中进行宣传；

(3) 召开介绍会议，展示“家庭建造者”的效果和乐趣，播放“家庭建造者”的宣传录像；

(4) 请牧师讲道时支持“家庭建造者”学习；

(5) 使用“课程注册表”。

成立其他形式的“家庭建造者”小组

我们认为在教会之外建立“家庭建造者”小组有时更困难，但很有果效。史蒂夫和戴安娜 •
罗伯逊夫妇（Steve and Dianne Robinson）在乔治亚州玛丽埃塔市（Marietta）居住的社区成立了

一个“家庭建造者”小组，他们一直感到社区非常需要学习家庭生活方面的内容，于是挨家挨

户地发了近三百张邀请，请邻居们来家里吃点心，也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学习。最后来了十四对

夫妇，决定参加“家庭建造者”小组的只有十对夫妇。通过学习，至少有五对夫妇开始和罗伯

逊夫妇一起去教会了。

从经验看，那些最可能接受邀请的人是你已经比较熟悉的人，为你的邻居和同事们祷告，

还有，你孩子同学或运动队小伙伴的父母，都可以成为你的邀请对象，邀请他们来参加“家庭

建造者”小组。和配偶一起开动脑筋，列出要邀请人员的名单。

不要只限于你认识的人，婚姻和家庭问题对很多人都很重要，你会意外地看到很多人希望

更多地了解神创造婚姻的美好计划。也不要过分在意宗教背景，通常一些最见成效的小组正是

由来自不同背景的夫妇组成。

逐一单独出面邀请比只发一个邀请函的效果要好，发出邀请函之后，再打个电话或上门邀请。

你也可以组织个小型聚会，增加人们对“家庭建造者”的兴趣，比如在外野餐或是吃个家常饭。

你还可以在餐厅里组织浪漫的晚餐聚会，简短地分享《圣经》中的信息。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

有助于激发大家的兴趣——注意：一定要在邀请的时候就说明分享的主题。向朋友和邻居们介

绍“家庭建造者”学习时，可以结合下述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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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易懂的方式描述“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程，告诉他们夫妻都需要努力构建美好

的婚姻，“家庭建造者”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对方交流。

(2)  用亲身经历来谈论这些原则是如何改进你的婚姻生活的，以及认识其他夫妇给你带来了

哪些益处。

(3) 说明聚会的具体安排：

  • 聚会的日子

  • 聚会地点（是否备有茶点）

  • 开始和结束时间

  • 学习持续的时间

  •  学习的内容

(4)  对想参加“家庭建造者”学习的人提出两点要求：尽量参加每次学习；尽量在参加学习

前完成“作业”（“家庭建造者”计划）。

(5)  对于那些表示“会考虑”的人，告诉他们你过两天再给他们打电话，而且一定不要忘了

打这个电话。祷告求神引领你找到需要建造婚姻的人，并积极邀请他们来参加学习。

对很多夫妇，你只需要与他们简单分享神对婚姻的美意，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彼此沟通，建

立神所喜悦的夫妻关系。

召集“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的老学员组建小组

没有人能将从“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FamilyLife Marriage Conference）中学到的所有知

识都应用于他们的生活，有些内容可能有人还没弄懂，所以非常欢迎他们能参加或者带领“家

庭建造者”小组，这样他们可以在小组的环境中与其他夫妇一起讨论神对婚姻的原则，也可以

与那些没有机会参加婚姻研讨会的人分享所学到的知识。

可以与当地教会联系，了解是否有建立“家庭建造者”小组的。如果没有，联系那些最近

参加婚姻研讨会并对“家庭建造者”小组有兴趣的人。

成立传福音小组

“家庭建造者”学习是传福音的有效途径，因为很多人都经历了婚姻和家庭问题。还没有

信仰的人在这样的小组中也会感到比较自在，因为讨论的主题是围绕婚姻展开的，人们都渴望

找到这方面问题的答案。

我们见证了好几个人通过学习之后，决志信主。其中有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但是住在一起。

他们参加了“家庭建造者”小组后，那名男子成为一名基督徒，从他们住处搬了出来，直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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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结婚才再搬回来。

“家庭建造者”小组对于那些口头上已经表示信主，但实际还未做出属灵承诺的人也是非

常有效的。我们已经知道有很多人参加小组后，属灵的生活真正充满了活力。

特别注意事项：很多教会将“家庭建造者”学习作为传福音的工具，却失望地发现小组结束后，

一些夫妇去了别的教会。不去教会的夫妇可能通过“家庭建造者”的学习产生了属灵的兴趣，

但在选择教会时，他们会选择那些与他们成长环境更相似的教会。我们的建议是要充满喜乐地

向别人传道，但如果神另有安排，不要失望。带着圣灵的大能去传道，让神在他们心里做工。

关于使用“家庭建造者”课程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事工，参见第六章。

【见证】

“家庭建造者”课程帮助我们教会关注婚姻和家庭的传道事工，主要是教导夫妇们一些重

要的原则，防患于未然。此外，“家庭建造者”课程还是咨询传道的一部分，我们请那些需要

咨询的夫妇参加小组学习。我们同时建立了 15 个小组，数量真是很不少。但教会一般可以先建

立一个小组，然后不断对其发展完善。在我们的小组中，使用的是“家庭建造者”系列教材，

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在使用这套教材。小组活动地点有的是在一些夫妻家里，有的是在成人主

日学校，这要根据小组成员的具体要求而定。教材非常灵活，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使用。

吉恩 • 泰森牧师（Pastor Gene T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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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小组应由几对夫妇组成？

小组有四至八对夫妇最理想（包括你们）。人数越少，就容易因为一两对夫妇没来而取消

既定的聚会；如果超过八对夫妇，则不利于彼此深入了解。但也非绝对，有些小组虽然人员多，

但仍有机会彼此交通。为加强相互交通，可以按主题再分几个小组讨论。

小组是否应由同龄人组成？

如果小组成员的情况相似，带领起来更容易。他们之间共同点越多，越容易互相认同，容

易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经历。但是，与经历相差很大的夫妇进行交流，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看待

婚姻；而且，“家庭建造者原则”对不同阶段的夫妻都是有益的。换而言之，“家庭建造者”

课程适合各个阶段的夫妇，只要他们愿意努力维系和谐的婚姻。

小组聚会安排在哪里最合适？

聚会场所取决于小组的类型。有时，聚会可以在教会或其他公共场所进行。但通常来说，

请别的夫妇来自己家里，比让他们去教会更方便，也显得更友好，就是教会里的小组成员也会

很乐意来家里聚会。

重要的是所选的地点应该让所有人都能舒服地坐着，互相能够看到听到。如果你的家不行，

看小组中是否有其他人愿意接纳小组活动，或者也可以在几个家庭之间轮流进行。

应当如何安排日程？

你们的学习是一周一次还是两周一次，要取决于小组的类型。如果小组是在教会进行，就

要考虑到教会主日学等活动的安排，对于其他情况，由你们夫妇来做出决定。

“家庭建造者”小组一次学习大约需要 90 分钟时间，再加上茶点和聊天的时间，两个小时

比较合适，学习起来比较从容。如果你打算在教会成人主日学中进行学习，可参考第四章末“在

主日学中进行‘家庭建造者’学习”的部分，里面讲述了根据场所调整教材的几种方法。

邀请时，就让大家准备好两小时的时间来参加小组学习，这样可以避免有些人还没跟大家

熟悉就着急地离开。不管安排了多长时间的课程，建立一个好的小组最重要的原则是：准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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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时结束。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你尊重他们的时间，他们会很感谢的。

需要准备茶点吗 ?
很多小组愿意摆些茶点，使气氛更加友好。如果你也打算这么做，可以考虑以下几点建议：

(1) 刚开始几次，可由你准备茶点，以后要让小组其他成员也带东西来，一起参与；

(2)  可以等讨论结束后，再摆出茶点，否则会占用学习时间，不能完成学习内容，而且也使

那些需要先走的人无法参加讨论；

(3)  也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花 15 分钟时间聊聊天，吃点茶点，然后再进入学习。这样，

来得晚的夫妇只是没吃到东西，不会误了学习。

但是，一定要按时结束，使需要离开的人不感到为难。

照看小孩的事怎么解决？

要保证小组的学习不被小孩子打扰。如果聚会的地方不能提供照看小孩的服务，就不要让

夫妇们带孩子过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他们希望怎么办，有些人愿意自己找人看小孩，也

有人觉得每周花钱雇人看孩子太贵了。如果提供照顾小孩的服务，一定要可靠。看孩子的问题

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些人就不能保证每次都来，以下一些建议可供参考：

• 在一个家庭安排照看孩子的服务，在另一个家庭进行学习；

• 大家集资花钱雇人看孩子；

• 让青年牧师推荐人选，或者开展一个青年服务活动；

• 问问谁家有年龄大的孩子，可以帮助照看小孩；

• 看看教会或其他什么地方可提供托儿服务；

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应鼓励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做出可行的决定。

祷告应注意些什么？

祷告是“家庭建造者”事工的一项重要内容。准备过程中，你能做的一件最好的事就是

为小组每一个人祷告。带领小组时，要留心小组成员是否习惯公开祷告，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让别人这么做。可以大胆使用一些新颖的方式来带领祷告，如看看谁自愿为大家祷告，

大家默声祷告，一句话说出他们的祷告事项。

“祷告事项”清单也很有帮助。你可以在带领祷告的时候，让别的夫妇负责将“祷告事项”

写成清单，并加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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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家庭建造者”课程真是非常奇妙，大大改进了我们夫妻的关系，消除了彼此的隔阂，我

们不用掩饰自己了，可以平静地讨论那些以前不愿提及的事，摆脱来自敌人的计划，他们试图

破坏神自创世以来为我们设计的爱。我们生活和交流的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家庭建造者”课程的确非常有效。因为它不仅告诉你为什么，还教导你如何做，如何使

这些不变的真理成为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用它来造就生命。

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感情隔阂，在婚姻中我们逐渐成为一体了。我们已经学会了顺服神，

顺服圣灵的引导，摆脱了私欲。

我们现在互敬互爱，非常珍惜这场婚姻……以前的浪漫又回来了，我们一天天变得更加亲

密无间。自 18 年前成为基督徒以来，这无疑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

艾伦 • 豪格（Alan Hauge）和兰妮德 • 豪格（Alan and Lanette Hauge）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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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

第 四 章

每课包括以下内容：开场白，蓝图，结语，家庭建造者计划。

开场白（15 分钟）

“开场白”的目的是帮助大家从一天的忙碌中放松下来，彼此进一步熟悉。“开场白”最

重要的一点是在快乐的练习中介绍本课的主题，在愉悦中相互分享是增进友谊的最佳手段。“开

场白”的另外一点就是要求大家在课下完成材料中要求的那部分功课（第一次聚会时可以不提）。

要注意，不要在“开场白”部分花太多时间，这样会导致没有充裕的时间完成随后的内容。

蓝    图（60 分钟）

这是学习的主要部分，需要大家回答相关的问题，查阅《圣经》，加强理解。其中有些问

题需要夫妇两人作答，有些需要几对夫妇讨论，还有的是需要小组中所有的人都回答，材料的

空白处有具体说明。

我们建议可以直接把问题念出来，然后让大家回答。不必在意可能会出现沉默。尤其在开

始的时候，虽然这让人觉得有点尴尬，如有必要，可以分享自己的亲身体会，帮助讨论继续进行。

结    语（15 分钟）

这部分主要是用适当的方式把观点总结一下，总结之后，可以鼓励夫妇在下周花点时间“约

会”，最好能在约会时做“家庭建造者计划”的作业。

家庭建造者计划（60 分钟）

这些功课是由夫妇二人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的，是“家庭建造者”学习特有的实践环节，包

括三个部分。

(1) 夫妻共享——一些有关约会的有趣练习；

(2) 个人分享——需要夫妻分开回答的问题；

(3) 夫妻互动——夫妻二人就问题的回答进行交流，并将这些内容付诸实践。

做“家庭建造者计划”的作业十分重要，可以成倍地提高学习的效果。想强调一点，就是

做这些作业不是为了提高考试成绩，而是促进夫妇们利用更多时间相互交流，加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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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常规内容外，有时候还有一个被称为“附加影响”的部分，是为了加深对某观点

的印象而设计的，非常灵活，让人感到印象深刻。要注意，小组中不同的人，学习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应综合运用视觉、听觉等感官效果，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带领学习的准备工作

“家庭建造者”课程设计得十分周到，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做准备。但还是应在聚会前熟悉

一下要学习的内容，查阅相关经文。也可以阅读一下资料后面的“带领人笔记”，这些可帮助

你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快、更轻松。“带领人笔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目   标

其目的是明确学习的重点，学习应围绕重点进行。

注意事项

这里给出一些关于本课学习的基本提示，包括一些有益的想法、建议等。你也可以把要学

习的内容列成清单，以备参考。

注   释

本部分针对课程中的“蓝图”部分提供指导，但不包括所有问题，资料中会作明确说明（如：

第一课“蓝图”部分问题，如果有指导，“带领人笔记”中会明确标明。）

其他建议

如果是夫妇二人共同带领，或者与其他夫妇合作带领，分工要明确。大部分时间是由一个

主要带领人全程带领小组，但有时候夫妇合作带领也很有效，能够帮助了解不同小组成员的需要。

在准备的过程中，你将逐渐发现有些问题对本小组更重要，所以学习时要进行有效调整，

为那些重要问题多留些时间。对于此类问题，准备一些亲身经历的范例，夫妻俩一同进行准备。

作为小组的带领人，你了解小组成员的需求，但有时圣灵会启示给你事先没想过的东西，

正如《箴言》16 章 9 节中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尽力去准备，

然后祷告，把结果交给神。

开始学习

要准时开始，否则，很难准时结束。而且如果小组从一开始就不建立起准时的准则，小组

中有些成员会越来越晚。第一次学习时，要宣布一些基本原则：

• 不要与大家分享令配偶难堪的话；

• 可以拒绝回答任何不想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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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二人尽可能一起在课下完成“家庭建造者计划”的作业。

 （每本《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程的“丛书简介”中都写明了这些基本原则）

座位的安排也很重要，有助于大家参与讨论。房间要大，能容纳所有人。如果你的家不够大，

看看小组其他成员是否愿意提供场所。同时，要注意不要有人坐在小组之外，这会让他们感到

没有被接纳。以下图示直观地反应了如何带领“家庭建造者”小组。

资料上的提问需要大家一起研读经文，并思考如何将圣经真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通常

小组成员能够互相学习所长，而不需要你过多指导。

结束学习

学习结束前可留出一段祷告时间，要仔细选择祷告带领人，因为有些人不习惯公开祷告。

L

L

L

L

L

L

L

L

L

不要这样 也不要这样

而要这样

带领人一直在讲解，组员始终听 组员只回答带领人提问

组员彼此互相交流，带领人引导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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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运用第三章“祷告应注意些什么？”所提供的方法。

结束前，还要提醒大家回去完成所学课程的“家庭建造者计划”的作业，神经常用“家庭

建造者计划”中提出的问题来造就生命。

学习间隔

在学习间隔期间，最好以电话、电子邮件或贺卡方式和大家联系。如果是两周一次的学习，

这样的联系显得更为重要，可以稳固小组成员间的关系，增强小组的凝聚力。如果你能保持这

种联系，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半途而废。

应鼓励小组成员，除了学习之外，共同开展其他活动。很多小组会安排某天一起吃晚饭，

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这有助于大家成为朋友。融洽的关系可促进大家进行交流，更好地将《圣

经》中的原则应用到婚姻中，也可以使婚姻遇到麻烦的夫妇找到良师益友。

在主日学中带领“家庭建造者”学习

虽然“家庭建造者”学习所用的时间（90 分钟）通常比成人主日学的时间（60 分钟）长，

但是，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将这一课程加到成人主日学中。

一种选择是分两节课来完成一次课的学习，这样时间就很充裕。另一种选择是集中学习“家

庭建造者”课程中的主体部分，因为这是学习的重点，而且刚好需要一个小时。

在成人主日学中学习时，要记住“家庭建造者”课程在小规模的情形下才能很好地发挥

作用。有必要分几个组进行，每组三四对夫妇。要记住自己的角色是“协调人”，不是讲道人。

许多主日学是以讲课的形式进行，有时分小组讨论，你应该引导小组去寻找真理，而不是自己

去教导。

【见证】

我们曾遇到一对夫妇，他们参加了我们组织的课程学习。当我们邀请他们作带领人时，丈

夫说：“哦，我们不行。”我们说你只需做个协调人，引导小组寻找所需的信息。你们的婚姻

也会因此得到很大的祝福。他们开始带领小组不久，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要不是“家庭建造者”

小组让他们走出隔阂，他们可能已经离婚了。

德茨维尔 • 萨尔顿（Tazwell Thorton）和博妮塔 • 萨尔顿（Bonita Thorton）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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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挑战

第 五 章

如何帮助婚姻出现严重问题的夫妇？

当你将自己和家庭向其他对夫妻开放后，神会使用你完成奇妙的事。婚姻存在严重问题的

夫妇会从你的小组中得到所需的帮助，从而使他们的婚姻得到彻底改变。他们往往一直在找一

个有智慧的朋友，能够倾听他们诉说。

同时，你需要不断祷告以做出决定，应与这样的夫妇多相处。虽然我们鼓励你尽可能地帮

助这些夫妇，但你并不是他们的咨询专家，有时候你能给予的最大帮助就是带他们去见牧师或

这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在你意识到他们可能存在不忠、酗酒、吸毒或暴力问题的时候。

帮助夫妻关系问题严重的夫妇，需要你和爱人之间的通力合作，要多听对方的意见。你们

两人全心全意，神将赐给你们超越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有人根本不愿参加这样的小组，该怎么办？

第一次参加学习的人中，会有一些心不在焉的人，通常是那些作丈夫的。他们是被爱人或

其他夫妇拖来的。有些人对查经学习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害怕暴露婚姻中的问题，有些人觉得

他们的婚姻无药可救，也有些人觉得他们的婚姻根本没什么问题。

通过第一次学习，许多紧张和抵触会消除。你可以直接说知道有人不是自愿来的，然后强

调不管怎样，很高兴大家能来学习。

简短与大家分享“家庭建造者”课程学习给你的婚姻的帮助，然后表示你相信大家会喜欢

这个课程，并从中受益。你还要说明，决不会强迫任何人分享不愿公开的事情，分享是自愿进行的，

不会使任何人难堪。

私下里感谢神把这些人带到学习中来，求他帮助你更多地了解他们。神也许会使用你彻底

改变他们的人生。

如何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小组讨论中？

求神赐给你智慧来处理这件事。首先，你不能强迫任何人回答问题，你在一开始就做过这

样的承诺。

其次，要知道有些人一开始不愿开口，但接触多了，也会自愿发言。如果你发现某人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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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与经文相关的问题，是觉得自己没把握，在以后的学习中，你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让他回答

涉及个人经验的问题。

促进大家积极参与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分组讨论。尤其是小组比较大时，我们建议你在进

行“蓝图”部分学习时，把三四对夫妇分成一组进行讨论。

当不经常发言的人发表看法时，你应给以鼓励，称赞他说得有道理，并记下他的发言，可

在后面提到：“像刚才吉姆说得那样……”，类似这样的评论会鼓励他更积极地参与。

讨论时，还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只对着带领人说话，而不是整个小组。我们认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当他发言的时候，别一直看他。看他一小会，然后把视线移开，这样，

他就会看着大家了。

如何应对说话太多的人？

可以参考以下两点建议：

1. 挨着那个人坐，这可以使他安静一些。

2.  试着让他带领一次学习，或者带领一小部分，并明确说明他的职责是带领大家讨论，

而不是讲课。事先就告诉他共同参与的重要性，那些爱讲话的人会逐渐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会给你提供很大帮助。

如何保证材料上的内容不被遗漏？

当小组的人慢慢熟悉后，彼此的交流也增多了，这时你会发现按计划时间完成学习变得有

点困难了。所以你需要事先确定哪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

如果觉得时间紧迫，注意不要当着大家的面说，否则会使他们匆匆忙忙往前赶。可参考以

下几点建议：

•  当你觉得需要讨论下一个问题时，你可以说：“这个问题也许值得我们讨论一晚上，但

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得谈谈。”

•  当你觉得没时间讨论所有的问题了，你可以直接说：“我们也许还能再讨论几个问题，

但我觉得今天学习很有成效，让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吧。”

•  当大家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时，就提醒他们回去后还可以继续探讨，讨论本身就十分有益，

不要急于在这节课回答所有问题。

如果有人的观点和经文有很大出入，怎么办？

我们的标准是《圣经》，而不是你或小组其他人的想法。如果有人不认可《圣经》经文，

让他们好好想想，并指出《圣经》中一些经文，可能我们无法理解或接受。鼓励他们至少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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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时候暂时放弃自己的想法，不要引用经文当众反驳他。如有必要，可单独和他们分享更多

经文。

不要说某个答案是错的，这会使讨论陷入僵局。对于与《圣经》不符或不够全面的答案，

鼓励他们再看看问题和经文，同时鼓励别人发表一下见解和看法，比如可以说：“还有别的看

法吗？”或“谁还有补充吗？”

有人一再说起与本课不相关的话题，如何应对？

有些基督徒对《圣经》预言很感兴趣，有些则对某些神学问题或有争议的文化问题很感兴趣。

几节课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人会把小组讨论引向这方面。首先，要把讨论拉回正题——可以重

复一遍问题，或讨论下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不起作用，可以单独和他 / 她谈，请他 / 她不要在课

上讨论不相关的话题。

如何培养认真学习的气氛？

一开始就要强调完成课后“家庭建造者计划”作业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回答作业中的问题，

夫妇可以讨论所学内容，并将所学付诸实践。完成“家庭建造者计划”作业的夫妇学到的东西

远比未完成的夫妇要多很多。

第一次课结束时，告诉大家下次来学习时要共同分享做“家庭建造者计划”作业的收获。

如果你要求他们认真对待学习，他们做“家庭建造者计划”作业的动力就会增强，也会为自己

这么做感到欣慰！同时要记住，这一切要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向大家强调如果认真完成

课后功课，婚姻生活将大受裨益。但是，注意不要让未完成“家庭建造者计划”作业的人感到

被疏远。对于婚姻出现问题的夫妇而言，完成这样的“作业”太难了，他们能来参加学习已经

是尽力了。

同样要记住的是，作带领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用行动来带领，你们夫妇首先要认真完成该

做的作业。

【见证】

我们在主日学碰到一对年轻夫妇，结婚五年来已经历了不少让人苦恼的日子。我很钦佩他

们能坦诚告之他们内心的伤痛。当完成“家庭建造者”中建造婚姻部分的学习后，他们做出了

这样的评论：“是‘建造婚姻’课程挽救了我们的婚姻，给了我们新的希望，还有生活的蓝图，

现在我们有了盼望。”

巴里 • 史德格（Barry Steger）和吉安妮 • 史德格（Jeannie Steger）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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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家庭建造者”的活动传福音

第 六 章

认识主耶稣，并凭着信心领受他赐下的救赎，这无疑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和主

耶稣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想拥有美满的婚姻，无异于在流沙上建屋。不论男女，只有建立起

对神的信心基石，才能够见证他对婚姻的美意。

我们有一次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Lexington，Kentucky）的“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上

发言后，一名男子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的意思是说只有成为基督徒才能拥有美好的婚姻，

对吗？”看来他听懂了。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解决家庭问题是向人们传福音的良好契机。对于那些已经认识基督

的夫妻，当你用“家庭建造者”的学习课程与他们一起查考《圣经》时，他们的属灵生命就会

得到更新。著名牧者白立德说：“如果你可以向家庭传福音，你就可以向世界传福音。”

“家庭建造者”教材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阐述了神对婚姻和家庭的原则。之所以很多人

对此感兴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家庭建造者”课程以其独到的方式，

谈及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带领传福音小组的提示

1.   创造宽松的气氛。这类小组更适合在家庭进行，而不是教会。你如果能诚恳地与大家分

享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经验和错误，会使气氛变得友好，消除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让

大家感到更自在。

2.   寓教于乐。“家庭建造者”课程对许多夫妇而言，都有神奇的疗效。大家像朋友一样，

一起欢笑，不再感到陌生。人们更愿意在这样的气氛中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

际生活中。事实上，娱乐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学习本身。

3.   有耐心。有些夫妇可能会说一些不太符合《圣经》的话，不要急着纠正。比如有人说：

“神让我离婚了。”不要急着反驳说：“不是这样，因为《圣经》上说神憎恶离婚，他

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做呢？”应该耐心地继续学习课程，让圣灵通过你举的例子和教材中

引用的经文，来感动大家的心。再比如，有人问：“你认为离婚来自神吗？”这表明他

的心正在打开，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约时间与他一起分享经文。

4.   灵活安排。这些夫妇们在神眼中是很珍贵的。如有必要，牺牲你自己的便利，充分照顾

他们的情况（包括小孩照看等问题），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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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要让小组中的基督徒成员以一种对立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其他夫妇。一定要避免基

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小组中变成“他们和我们”。

6.   尊重隐私。有些夫妇得知小组以外的人为他们祷告，会很生气，因为那说明你和小组以

外的人谈论他们的问题了。对于传福音小组来说，更要尊重隐私，有时也许连他们的名

字都要保密。

7.   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在大家相互还不太熟的时候，很多人不习惯刚开始上课就说很长

时间，而且有些话题会触到一些人的伤心事，所以不要拖延结束时间。那样的话，他们

就不会再来了。

8.   夫妻同心协力。要知道你的另一半可能更了解小组里某些人的需要，你们要经常交流讨

论，如和你配偶谈论小组中是否有谁需要鼓励。

9.   不要让任何人觉得难堪。很多人并不具备很多《圣经》知识。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比

如读经文时，一定要找那些已找到经文的人来读。

10. 不要逼别人说话。相对于基督徒小组，传福音小组更需要注意这一点。

传福音

当非基督徒认识到《圣经》有助于自己婚姻生活的改善，他 / 她会对属灵的事产生兴趣。

要使其明白，主耶稣是他们真正的需要。

求神赐下智慧，更有效地完成传道事工。这里介绍几种传福音的方法。

1.  分享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家庭建造者”学习中包含很多讨论和分享。这时候，你可

以和组员谈谈神在你生命中的奇妙作为。信心经历的分享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实实在在

地把福音和个人生活连在了一起，不容辩驳地把福音呈现在大家眼前。

记住，你的分享是为了告诉大家怎样建立对基督的信心，只要是真实的经历就可以，而不

一定非得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你的分享应尽可能地说明基督怎样改变了你的生活，比如改变

了你个人的目标，或改善了你和别人的关系。

《使徒行传》26 章 1-23 节描述了使徒保罗的信心故事，你的见证可能没有那么跌宕起伏，

但也应具备以下三要素。

•  认识基督前你的生活情形。开始要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可以用一句话，一个问题，或一

个故事什么的。然后，说说你成为基督徒前，生活态度有何特点。

•  决志信主经历。说说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你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和误解，详细

描述一下你信主时都做了哪些事，而不要仅仅讲述信主的时间和地点。

•  信主后的生活情形。谈谈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改变。要和信主前的态度和行为作对比描

述；并简单谈谈现在基督对你的意义。也可以分享一两节自己喜欢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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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故事范例

我从小就是大家公认的乖孩子，学习不错，能按时参加主日学，对长辈们也很有礼貌。后来，

我考上了大学，找到了工作，买了车，也交了女朋友。我的生活一切都很顺利，大家都觉得我

很成功。

但我心里明白，不是这么回事。我经常会在夜里醒来，问自己死了以后会怎样。我脾气很坏，

稍不顺心，就会摔东西。更糟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经常利用别人，所以，在认识的人里，

我没有什么知心朋友。

一天，一位高中同学请我去参加查经学习，学习的主题是如何判断你是个基督徒。我至今

还记得有这样的内容：“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

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壹 5:11-12）。”我当时知道，自己没有主耶稣，

也没有永生。

这之前，我只是模糊地感到神在天上有杆秤。他将好事放在秤的一边，坏事放在另一边，

哪边重，我死后就在哪边。但直到死亡的那一天，我才能知道我究竟在哪边。接下来，我问了

很多问题，我问：“该隐在哪儿找的老婆？”；“诺亚怎么能将所有的动物都弄到方舟上呢？”

问题的答案似乎对我不太重要了，查经班的带领人以他们的品格使我确信：耶稣基督是真实的，

耶稣能改变我的生活。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房间里，做了这样的祷告：“耶稣，我知道

我对您犯了罪，感谢您在十架上舍命，为我赎了罪。请您来做我生命的主和救主，让我能够按

着您的旨意行。”祷告完，我从心里去体会……没什么呀。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但我相信主

耶稣是信实的，他一定已经来到我的生命中了。

我的生命很快发生了改变，首先，我不再为死后去向何处而担忧了，而且渐渐学会了在很

多时候都信靠神，我的脾气也没那么糟了。后来，神又教导我如何真正去关心别人，很快，我

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知心朋友。

虽然自己离完美还差得很远，但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我的过去和将来，都是主耶稣赐给的。

2.   邀请他们去教会。你很容易跟参加“家庭建造者”小组的夫妇们成为朋友，他们很可能

会去你的教会或其他传福音的地方，你要尽可能和他们一起去。他们知道了神在你生命

里的作为，这有助于他们向神打开心门。

3.   单独交谈。很多时候，单独见面谈信仰问题更有效。建议分开面谈——丈夫和丈夫谈，

妻子和妻子谈，这也是夫妻共同带领小组的一种优势。

许多男士不愿意让妻子知道自己有属灵需要。可以在学习期间，安排时间单独和某人或某

对夫妇见面，见面前要多祷告，并认自己的罪，并请神准备他们的心。如果带领夫妻中只有一

人去赴约，另外一个要在期间为对方祷告；如果两人一同前往，不分享的那一位要在旁边默祷。

要以友好的态度开始交谈，但应很快说明你想见面的原因。否则，就是浪费时间了。你可

以这样说：“每个人和神的关系是‘家庭建造者’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占用你几分钟时

间，谈谈‘家庭建造者’课程是如何通过研读《圣经》，而使人们相信神的。”如果他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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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他们解释福音的意义，并对他们说，现在就可以决志信主，建议使用“家庭建造者”中的

文章“我们的问题，神的答案”。

如果他们还没准备好进行决志祷告，告诉他们你希望他们能继续参加小组学习，并愿意继

续为他们祷告。

继续鼓励已决志信主的人

“家庭建造者”学习具备这样的优势，就是决志信主的人实际上已经参加查经学习了。如

果新基督徒感兴趣，可以学习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知识。《约翰福音》是非常适合新基督徒

阅读的经文。其他一些推荐书目有白立德（Bill Bright）编著的《基督徒成长的五个步骤》（Five 
Steps of Christian Growth）、电影《耶稣传》，及大卫 • 森德（David Sunde）编著的《在基督里

一起成长》（Growing Together in Christ）。

不要简单地给新基督徒列一个事项清单，要他们改变。要相信，圣灵会帮助他们。鼓励他

们继续参加“家庭建造者”的学习。如果他们还没有参加教会，向他们推荐教会。

【见证】

在邻居家学习了两期“家庭建造者 • 夫妻系列”课程后，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和基督作对，

也一直经历失败。我决定放弃自我努力，并寻求神的原谅和恩典，再次将自己交给基督。神真

是满有怜悯，虽然凯西和我不配得，神仍给了我们很多祝福。后来，我们自己也在社区里带领

了几期“家庭建造者”课程，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故事和对基督的信心，但愿这些能对他们

的婚姻有所造就，“家庭建造者”查经学习真是很有用的工具。

特里 • 休梅克（Terry Shoemaker）和凯西 • 休梅克（Kathy Shoemaker）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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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家庭建造者”的传道事工

第 七 章

看到神使用自己影响着邻里、教会、社区，直至全世界，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这些年来，

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夫妇参与了“家庭建造者”事工，享受着这样的乐趣。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还

有着更美妙的憧憬——通过扩大“家庭建造者”事工，参与到“大使命”中去。

门徒训练

你是否感到神要你去帮助千千万万的家庭 . 如果是这样，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训练门徒，

建立更多“家庭建造者”学习小组，扩大传道事工。

在《马太福音》28 章 19-20 节中，耶稣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

主耶稣在地上的大部分时间是和一小群人待在一起的——就是他的门徒。他教训他们，鼓

励他们，将他们派出去传道。在他复活和升天之后，正是这群人遍传福音，改变了世界。

这就是几何增长效应——训练门徒，让他们再去训练其他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 章 2
节中也讲到了同样的原则：“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

人的人。”

我们开设了夫妇带领人训练课程，教导那些愿意推动社区“家庭建造者”学习的人。一天，

一对夫妇在课上说他们很失望，他们带领的小组中没人愿意继续建立新的小组，妻子说：“我

们的情况是个例外。”

让他们意外的是，曾经参加他们小组的一对夫妇那天也来参加培训，他们已经是很活跃的“家

庭建造者”协调人了。他们带来的一对夫妇，也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小组了。

最早的那对夫妇——就是那对很失望的夫妇——他们的传道实际上已经扩大到第三代了，

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得知神这样大大地使用了自己，真是非常高兴。

随着传道事工的扩大，其实不需要有人来管理或是指导，了解它的进展情况。传道是神的

工作。有一次，我们请一组夫妇参加“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他们的反应是：“哦，听起来

很不错，但你们是否听说过‘家庭建造者’学习课程，那真是了不起！”我们说：“是的，那

的确很棒！”然后礼貌地离开了。上了车后，我们开怀大笑。那些人大概是我们的第五代门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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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都不认识我们。那是我们传道生活中最高兴的时刻——碰到了神通过我们而感召的夫

妇，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是谁。

训练新的“家庭建造者”带领人

在你组建小组并带领小组的时候，求神拣选那些与你有着同样梦想的人——要帮助建造家

庭。找一些忠诚、可教导的夫妇，让他们帮你带领小组。

开始时，让他们先读问题，然后让他们带领部分讨论，直至一半的讨论。之后单独告诉他

们做得怎么样，尽可能说些鼓励的话语。

如果你实在有事不能来，可以让他们带领整个小组。然后问问他们感觉如何。

到整个课程快结束时，请他们完整地带领一下。课程结束后，鼓励他们开设新的学习小组。

如果他们同意，和他们一起讨论一下细节问题，但如果他们没有立即开始，也不要失望。通常，

培训后还要几年的时间，他们才会进行自己的实践，对年轻的夫妇尤其如此。你对他们要耐心、

友爱，不要给他们太多压力，时机成熟时，他们自然会成立新的小组。我们小组的一对夫妇，

八年后才建立了一个小组，但那个小组非常有活力。

其他策略

1.  鼓励其他教会的牧师建立“家庭建造者”小组，告诉他们“家庭建造者”学习为教会带

来的益处，还要主动提出帮助训练小组带领人。我们对牧师们说：“我们是免费的家庭

咨询员”。

2.  对其他想建立“家庭建造者”小组的夫妇进行培训和鼓励。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家庭

生活婚姻研讨会”，问问传道主任，看是否有人需要帮助建立小组。

3.  帮助“小组创立”：通常有人想在教会、朋友和邻居中开设“家庭建造者”小组，但不

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去带一次，然后再交给他们。

4. 举办“家庭建造者”带领人指导和培训。

【见证】

信主几个月之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家庭建造者”小组的学习，所有带领人可能见了我们

都头痛，我们总是不断地问一些尖刻的问题。但在小组的帮助下，我们的生命渐渐地长大。

一次聚会时，带领人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小组，他鼓励我们建立自己的小组，

当时我们心想：“不是开玩笑吧，我们可带领不了这样的小组。”两年之后，他再次鼓励我们，

这次我们决定带领一个试试，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我们的教会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小组，我们有各种聚会，有针对男人的、女人的、青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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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的、国际学生的，也有针对单身的，就是没有针对夫妻的聚会。我们就去找教会牧者，

对他们说，我们确实感到主带我们来这里，是来建立“家庭建造者”小组。

在召开了“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之后，我们很快就在教会里宣布了此事，七对夫妇同意

作带领人，最后四十五对夫妇表示愿意参加“家庭建造者”小组。

鲍勃 • 科尔（Bob Cole）和凯利 • 科尔（Kerri Cole）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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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建造者·夫妻系列》（HomeBuilders Couples Series）

《建立婚姻中的协调合作》（Building Teamwork in Your Marriage）

《建造美满婚姻》（Building Your Marriage）

《建立伴侣的自尊心》（Building Up Your Spouse）

《在基督里共同成长》（Growing Together in Christ）
《增进婚姻中的沟通》（Improving Communication in Your Marriage）

《婚姻中的金钱管理》（Mastering Money in Your Marriage）

《克服婚姻中的压力》（Overcoming Stress in Your Marriage）

《婚姻中化解冲突》（Resolving Confl ict in Your Marriage）

《家庭建造者·亲子教育系列》（HomeBuilders Parenting Series）

《养育信心的儿女》（Raising Children of Faith）

《引导青少年》（Guiding Your Teenagers）

《做好父母》（Improving Your Parenting）

《建立对孩子的有效管教》（Establishing Effective Discipline for Your Children）

 

本系列丛书列表

附 录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