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聖言隨著被誦讀而成長
第二部份：信徒團體生活
日期：2014年2月19日
地點：荃灣葛達二聖堂



自我介紹自我介紹
林嘉興林嘉興林嘉興林嘉興 Louis
• 天主教聖經協會 –培育幹事
現職 : 財務策劃經理
• 1992年-至今聖神堂成人及青少年慕道班導師，達20年之久
• 1992年教區教理講授文憑畢業，受學於梁雅明神父
• 2013年8月參加高修女講座'只緣身在此山中'
• 2013年9月應邀協助聖言同行者工作坊 -活動設計
其他堂區及教區經驗：
• 1980 - 至今 堂區聖則濟利亞聖詠團成員
• 1989-2001年聖母軍青年支團團員• 1989-2001年聖母軍青年支團團員
• 2001-2006年聖母軍成年支團團員及團長
• 1997-2000年喜樂之母青年區團團長
• 1994-1997年聖神堂堂區牧民議會幹事
• 1999-2003年教區教理中心客席導師
• 2000-2001年聖母軍區團聯會秘書
• 2002-2005年聖母軍區團聯會主席
• 2002-2004年進教之佑堂堂區牧民議會幹事



為何要成立聖經分享小組為何要成立聖經分享小組??



冰山的比喻冰山的比喻

有意識 10%

無意識 90%

有意識 10%

100% 
全情投入
去做去做



為何要成立聖經分享小組為何要成立聖經分享小組??
• 人不能獨處，因為…

– 人需要覺醒 → 自我覺醒的能力– 人需要覺醒 → 自我覺醒的能力
– 人需要身分的肯定 → 團體的一分子，我是教友
– 人需要關心、照料 → 有愛的表現及體驗
– 人需要溝通 → 需要交流, 分享, 不致充塞
– 人需要嘉許、表現 → 理想，能力肯定，

→存在有價值→存在有價值
– 人需要經驗 → 從行為知悉有進步的空間
– 人需要團體的力量 → 讓人實踐

→ 加速改變現況的能力



為何要成立聖經分享小組為何要成立聖經分享小組??
從從

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

致致致致致致致致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致致致致致致致致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得撒洛尼書
中中

看人的需要看人的需要



人人的的需要需要





人需要覺醒：人需要覺醒：

5:1 弟兄們，至論那時候與日期，不需5:1 弟兄們，至論那時候與日期，不需
要給你們寫什麼。

5:2 你們原確實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
間的盜賊一樣來到。

幾時人正說：「平安無事，」那時滅5:3 幾時人正說：「平安無事，」那時滅
亡會猝然來到他們身上，就像痛苦來
到懷孕者身上一樣，決逃脫不了。



人需要覺醒：人需要覺醒：

5:4 但是你們，弟兄們，你們不是在黑5:4 但是你們，弟兄們，你們不是在黑
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盜賊一樣襲擊
你們；

5:6 所以我們不當像其他的人一樣貪睡
，卻當醒寤清醒醒寤清醒醒寤清醒醒寤清醒，，卻當醒寤清醒醒寤清醒醒寤清醒醒寤清醒，

5:10 他為我們死了，為叫我們不論醒寤
或睡眠，都同他一起生活。



人需要覺醒：人需要覺醒：

其他例子：…其他例子：…

厄弗所書厄弗所書厄弗所書厄弗所書

5:8-9 從前你們原是黑暗，但現在你們在主
內卻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光明之子
一樣；光明所結的果實，就是各種良一樣；光明所結的果實，就是各種良
善、正義和誠實



人需要身分的肯定：人需要身分的肯定：

5:5 你們眾人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5:5 你們眾人都是都是都是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
我們不屬於黑夜，也不屬於黑暗。



人需要關心、照料：人需要關心、照料：

5:11 為此，你們應互相安慰安慰安慰安慰，彼此建樹，5:11 為此，你們應互相安慰安慰安慰安慰，彼此建樹，
就如你們所行的。

5:12 弟兄們，我們還求你們尊敬尊敬尊敬尊敬那些在
你們中勞苦，在主內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你們和勸勸勸勸
戒戒戒戒你們的人，戒戒戒戒你們的人，



人需要關心、照料：人需要關心、照料：

5:13 為了他們的工作，你們更應本著愛愛愛愛，5:13 為了他們的工作，你們更應本著愛愛愛愛，
重視重視重視重視他們；你們要彼此平安相處相處相處相處。

5:14 弟兄們，我們還勸勉勸勉勸勉勸勉你們：要勸戒勸戒勸戒勸戒閑
蕩的，寬慰寬慰寬慰寬慰怯懦的，扶持扶持扶持扶持軟弱的，容容容容
忍忍忍忍一切人！忍忍忍忍一切人！



人需要溝通：人需要溝通：

5:16 應常歡樂5:16 應常歡樂

5:17 不斷祈禱

5:18 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
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



人需要嘉許、表現：人需要嘉許、表現：

5:15 要小心：人對人不要以惡報惡，卻5:15 要小心：人對人不要以惡報惡，卻
要時常彼此勉勵勉勵勉勵勉勵，互相善待，且善
待一切人。



人需要經驗：人需要經驗：

5:21 但應當應當應當應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5:21 但應當應當應當應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

5:22 各種壞的，要遠避。



信徒信徒團體的力量：團體的力量：

5:8 但是我們做白日之子的應當清醒，穿5:8 但是我們做白日之子的應當清醒，穿
上信德和愛德作甲，戴上得救的望德
作盔，

5:9 因為天主沒有揀定我們為洩怒，而是
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獲得拯救，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獲得拯救，

5:11 為此，你們應互相安慰，彼此建樹，
就如你們所行的。



信徒信徒團體的力量：團體的力量：

5:23 願賜平安的天主親自完全聖化你們5:23 願賜平安的天主親自完全聖化你們
，將你們整個的神魂、靈魂和肉身
，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臨時，保
持的無瑕可指：

5:24 那召你們的是忠信的，他必實行。5:24 那召你們的是忠信的，他必實行。



覺醒覺醒：意向：意向++方法方法==結果結果

意向
Intention

方法
Method

結果
Result+ =

100% 100% 100%+ =



改變改變



改變，選擇，原則改變，選擇，原則
There are three constants There are three constants 

in life... change, choice

and principles.  
- Stephen Covey (7 Habits)- Stephen Covey (7 Habits)

� Change Mindset 改變思想模式� Change Mindset 改變思想模式
� Make Choice 做正確的選擇
� Stick to Principles 堅持原則



改變，選擇，原則改變，選擇，原則

但是否人人都願意

改變現況改變現況改變現況改變現況改變現況改變現況改變現況改變現況??  



100100隻猴子的實驗隻猴子的實驗 ––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KoshimaKoshima))



100100隻猴子的實驗隻猴子的實驗 ––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KoshimaKoshima))



100100隻猴子的實驗隻猴子的實驗 ––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KoshimaKoshima))

由個人行為改變 走進小團體的改變 (7-11%)

7-11%小團體的改變 走進 整個團體中 85%的改變7-11%小團體的改變 走進 整個團體中 85%的改變

改變的原因：
切入點 -有人肯提出，肯SAY!!
模仿 -人肯做模範，肯作生活的見証模仿 -人肯做模範，肯作生活的見証
創造突破 -不斷檢視、不斷更新、不斷轉化

-有共鳴共振、有質素上的提升



100100隻猴子的實驗隻猴子的實驗 ––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KoshimaKoshima))

但……
餘下15%的猴子有甚麼特點??餘下15%的猴子有甚麼特點??

特點：
1. 全部都是男性
2. 年齡全是12歲或以上 (相等於人類50歲或以上)2. 年齡全是12歲或以上 (相等於人類50歲或以上)
3. 全是猴子族群的領袖



100100隻猴子的實驗隻猴子的實驗 ––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In 1952, on the island of KoshimaKoshima))



覺醒：我是聖言同行者覺醒：我是聖言同行者 ((在團體中的角色在團體中的角色))

居心聆聽聖言居心聆聽聖言居心聆聽聖言居心聆聽聖言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以聖經為整個牧民活動的動力動力動力動力動力：以聖經為整個牧民活動的動力

組職小團體小團體小團體小團體，推動成長

將共融、喜樂共融、喜樂共融、喜樂共融、喜樂帶給團體

感召，委身作生活的見証見証見証見証感召，委身作生活的見証見証見証見証

不斷檢視檢視檢視檢視、不斷更新更新更新更新、不斷轉化轉化轉化轉化



從從……《《上主的話上主的話》》宗座勸諭宗座勸諭……
看… 覺醒：

我是聖言同行者 (在團體中的角色)我是聖言同行者 (在團體中的角色)



居心聆聽聖言居心聆聽聖言

• “每個信友應該領略領略領略領略並在自己的身
(VD P.91)

• “每個信友應該領略領略領略領略並在自己的身
上的指示指示指示指示：

只有那些只有那些只有那些只有那些居心聆聽聖言的人居心聆聽聖言的人居心聆聽聖言的人居心聆聽聖言的人，，，，

才能成為才能成為才能成為才能成為聖言的宣講者聖言的宣講者聖言的宣講者聖言的宣講者。。。。”才能成為才能成為才能成為才能成為聖言的宣講者聖言的宣講者聖言的宣講者聖言的宣講者。。。。”



動力動力

• “增強聖經牧民，不是在其他牧民
(VD P.119)

• “增強聖經牧民，不是在其他牧民
工作上另加一項，而是

“以以以以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為為為為整個牧民活動的整個牧民活動的整個牧民活動的整個牧民活動的動力動力動力動力。”為為為為整個牧民活動的整個牧民活動的整個牧民活動的整個牧民活動的動力動力動力動力。”



組職小團體組職小團體

• “牧民工作也應牧民工作也應牧民工作也應牧民工作也應

(VD P.120)

• “牧民工作也應牧民工作也應牧民工作也應牧民工作也應

助長助長助長助長小團體小團體小團體小團體的成長的成長的成長的成長”
這些團體由家庭由家庭由家庭由家庭組成，或以堂區以堂區以堂區以堂區為
基礎，或與不同的教會運動或團體與不同的教會運動或團體與不同的教會運動或團體與不同的教會運動或團體
關連關連關連關連，它們能有助於推動培育培育培育培育、祈祈祈祈
禱禱禱禱和按教會的信仰按教會的信仰按教會的信仰按教會的信仰去認識聖經認識聖經認識聖經認識聖經。”



將共融、喜樂帶給團體將共融、喜樂帶給團體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充滿共融充滿共融充滿共融充滿共融、、、、喜樂喜樂喜樂喜樂

(VD P.189)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充滿共融充滿共融充滿共融充滿共融、、、、喜樂喜樂喜樂喜樂

• 聖言能產生共融共融共融共融，並帶來喜樂喜樂喜樂喜樂。

• 喜樂喜樂喜樂喜樂是聖神的果實聖神的果實聖神的果實聖神的果實(迦5:22)”



感召，委身感召，委身作生活的見証作生活的見証

“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

(VD P.157-159)

“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

宣傳福音宣傳福音宣傳福音宣傳福音。。。。”(谷16:15)
• 宣佈天主聖言需需需需有個人的生活見証生活見証生活見証生活見証。

• 基督自己基督自己基督自己基督自己是忠信而真實的見証見証見証見証 (宗1:5,  3 : 14)



不斷檢視、不斷更新、不斷轉化不斷檢視、不斷更新、不斷轉化

“我們的時代，應不段成為一個新聆新聆新聆新聆
(VD P.188)

“我們的時代，應不段成為一個新聆新聆新聆新聆
聽聖言聽聖言聽聖言聽聖言和和和和新福傳的時代新福傳的時代新福傳的時代新福傳的時代。”

• 重振重振重振重振聖言在基督徒生活上的核心地位核心地位核心地位核心地位

• 應實踐向萬民傳教向萬民傳教向萬民傳教向萬民傳教

•• 聖保祿聖保祿聖保祿聖保祿：追隨那位聽主的聲音而轉
變過來(宗9:1-30)”



建立建立信徒信徒團隊精神團隊精神



建立建立信徒信徒團隊精神團隊精神
發掘團體的神恩：
• 運用六個思想層次• 運用六個思想層次

• 團體定位

• 增進溝通

• 建立帶領者的角色• 建立帶領者的角色

• 適當處理困難，實時檢討



思想層次達成一致思想層次達成一致



思想層次達成一致思想層次達成一致
靈性靈性

身分身分// 性格性格環境空間環境空間

共同目標
Common Goal

團體的信念團體的信念//
價值價值

能力能力

行為空間行為空間



先找出先找出 66項項特質特質
• 進入靈性靈性靈性靈性空間 => 遠景遠景遠景遠景及及及及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 進入身分身分身分身分/性格性格性格性格 => 理念理念理念理念• 進入身分身分身分身分/性格性格性格性格 => 理念理念理念理念
• 帶出團體的信念信念信念信念/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 推動力推動力推動力推動力

• 帶進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包括策略及狀態) • 帶進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包括策略及狀態) 
=> 思想藍圖思想藍圖思想藍圖思想藍圖及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帶進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空間 => 行動行動行動行動及反應反應反應反應
• 帶進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空間 =>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及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聖經中包含聖言分享的叙述：聖經中包含聖言分享的叙述：
從從

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聖保祿宗徒

致致致致致致致致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書書書書書書書書致致致致致致致致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斐理伯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中中

看思想層次看思想層次



1. 1. 靈性上的特別：靈性上的特別：
2:1 在基督內基督內基督內基督內…，聖神的交往聖神的交往聖神的交往聖神的交往

2:5 該懷有懷有懷有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2:5 該懷有懷有懷有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



1. 1. 靈性上的特別：靈性上的特別：
其他…

迦 5:5,25 依賴聖神，隨從聖神的引導而依賴聖神，隨從聖神的引導而
行事

羅 15:5 倣效耶穌基督的榜樣，彼此同
心合意



2. 2. 團體成員的身分團體成員的身分//性格：性格：
2:1 哀憐和同情

2:2 應彼此意見一致，同心合意2:2 應彼此意見一致，同心合意

2:4 不應只顧自己



2. 2. 團體成員的身分團體成員的身分//性格：性格：
其他…

迦 5:13 要以愛德彼此服事要以愛德彼此服事

格前10:24 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該求別
人的利益



3. 3. 團體的信念團體的信念//價值：價值：
2:1 在基督內獲得鼓勵，愛的勸免

2:3 不從私見，不求虛榮2:3 不從私見，不求虛榮



3. 3. 團體的信念團體的信念//價值：價值：
其他…
格前10:1 藉基督的溫和良善彼此勸告格前10:1 藉基督的溫和良善彼此勸告

迦 5:26 不要貪圖虛榮，不要彼此挑撥，
互相嫉妒



4. 4. 團體的能力：團體的能力：
2:2 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事

2:5 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2:5 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



4. 4. 團體的能力：團體的能力：
其他…
羅12:6 彼此要同心合意，俯就卑微的人羅12:6 彼此要同心合意，俯就卑微的人

格前10:1 藉基督的溫和良善彼此勸告



5. 5. 團體的行為：團體的行為：
2:1 彼此意見一致

2: 3 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2: 3 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

2:4 各人該顧及別人的事



5. 5. 團體的行為：團體的行為：
其他…
羅 15:5,6 彼此同心合意，一心一口羅 15:5,6 彼此同心合意，一心一口

格前10:1 藉基督的溫和良善彼此勸告

羅 15:5 倣效耶穌基督的榜樣，彼此同
心合意



6. 6. 環境環境 ((造就團體的盟生造就團體的盟生))：：
2:2 彼此同氣相愛，喜樂滿全

2:5 懷有基督所懷有的心情2:5 懷有基督所懷有的心情



6. 6. 環境環境 ((造就團體的盟生造就團體的盟生))：：
其他…
迦5:5,25 依賴聖神，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迦5:5,25 依賴聖神，隨從聖神的引導而

行事

羅14:19 我們該追求平安的事，以及彼
此建立的事



不同“不同“思想層次思想層次”可提供不同有效資源”可提供不同有效資源
靈性靈性

身分身分// 性格性格環境空間環境空間

共同目標
Common Goal

團體的信念團體的信念//
價值價值

能力能力

行為空間行為空間



聖言的現實性：聖言的現實性：
“天主聖言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看法天主聖言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看法天主聖言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看法天主聖言改變我們對現實的看法”
(VD P.20)

…可以寄以希望的東西，其實都是轉
瞬即逝的。…人需要一些穩固的基礎，
在他人失去靠山時仍屹立不動的基
礎，來建立自己的生命。礎，來建立自己的生命。

(VD P.21)及(詠119:80-90)



團體定位團體定位



團體定位團體定位

- 5W 2H 1E

-以開放式問題去啟發可能性



WhatWhat目的目的? ? 喜訊喜訊??
訂立團體使命使命使命使命及遠景遠景遠景遠景
(Mission & Vision)
• 團體：團結、包容、有愛、承諾、付出、行動
• 深淺：配合參加者的靈修、教育、信仰等

程度的不同程度的不同

• 關注：內容元素、主題，參與者需要，生活所需
• 範圍：客觀，分享，與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有所分別，

有創意的方法



Why Why 為何為何? ? 有何求有何求!!：：

• 未能滲透日常生活 => 生活中實踐聖言
• 現代人很少宣講聖言 => 傳教

推動福音廣傳

• 教友對聖經的認識零碎片面 => 閱讀聖經風氣• 教友對聖經的認識零碎片面 => 閱讀聖經風氣
帶動潮流

• 聖言與為祈禱欠融合, 團聚 => 信仰團體生活



Who Who 對象對象??：：

• 人選：教友、慕道者、非教友、其他信仰人士
• 年齡：青少年、職青、成年、長者
• 性別
• 個人背景：如：單親家庭、獨居、……• 個人背景：如：單親家庭、獨居、……



Where Where 地點地點??：：

• 堂區、家庭

• 學校、辦公室、社區、老人中心

• 郊野、船上



When When 次數次數? ? 時間時間??：：

有秩序，但不要相隔太耐。

訂立聖經分享小組的“行動時間表行動時間表行動時間表行動時間表”
尋找與時間有關的資料
(如團體在過去、現在或將來)(如團體在過去、現在或將來)
• 每次的時間：1小時，2小時…
• 每隔幾耐一次：1星期，1個月…



HowHow如何達成如何達成??

有效的方法，形式

• 分享前準備

• 聖經分享方式

• 輪流安排主持人• 輪流安排主持人



How Much How Much 資源資源??

• 物資：聖經

• 其他選擇



Evaluation Evaluation 評估評估? ? ::

• 有形：地點、時間、題目…
• 無形：參加者表現…



增進溝通增進溝通



溝通：溝通：
“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

… 

(VD P.21)

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的話… (希1:1) 

天主 …
• 以自己的話與我們與我們與我們與我們溝溝溝溝通通通通

• 立約立約立約立約 (創15:10), (出24:8)：以言語以言語以言語以言語以行動以行動以行動以行動，啟• 立約立約立約立約 (創15:10), (出24:8)：以言語以言語以言語以言語以行動以行動以行動以行動，啟
示人：祂祂祂祂是一唯一生活的真天主是一唯一生活的真天主是一唯一生活的真天主是一唯一生活的真天主。。。。

• 藉先知的說話，使以色列人更徹底更徹底更徹底更徹底、、、、更更更更
清楚清楚清楚清楚地瞭解祂祂祂祂的道路的道路的道路的道路，並向萬民廣傳向萬民廣傳向萬民廣傳向萬民廣傳。



溝通：面貌溝通：面貌
“如今，這聖言不僅可以被聽見可以被聽見可以被聽見可以被聽見；
(VD P.21)

聖言不僅有一個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如今還有一個面貌面貌面貌面貌，

一個我們看得見的面貌：

即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即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納匝肋人耶穌的面貌。



溝通：超脫於「文字」的必要溝通：超脫於「文字」的必要
“由文字文字文字文字過度至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的過程0
(VD P.21)

• 生活的過程：
投入教會的生活，

即一個「隨從聖神的生活」(迦5:16)

• 自由的神：
「文字人死，神卻叫人活」(格後3:6)



溝通：說話技巧溝通：說話技巧及及訓練訓練
1. 語言模式的可擴展性及可能性
2.2. 態度：建立親和感
3. 回應及建議



1. 1. 語言模式的語言模式的可擴展性可擴展性及及可能性可能性
後設模式 (Meta Model)
• 用來澄清說話內容，了解對方說話• 用來澄清說話內容，了解對方說話
中的深層原因

• 訓練自我思考能力的語言技巧



1. 1. 語言模式的語言模式的可擴展性可擴展性及及可能性可能性
• 刪減、省略Deletion

– 包括：簡單刪減，比較刪減，主詞不明確，– 包括：簡單刪減，比較刪減，主詞不明確，
動詞不明確。

• 扭曲Distortion
– 包括：猜臆語式，因果，複合等同，假設，

虛泛詞
歸納、一般化Generalization• 歸納、一般化Generalization
– 包括：以偏概全，能力限制 (例如 可能性、

必須性)，遺失的說話者



刪減刪減的例子的例子
1. 簡單刪減
• 在表層結構刪去了重要元素，使句子不完全。• 在表層結構刪去了重要元素，使句子不完全。
• 化解方法：找出刪減了的元素。
• 例子：
1. 「我很混亂。」
回應：「你對咩嘢覺得混亂？」回應：「你對咩嘢覺得混亂？」

2. 「我覺得唔舒服。」
回應：「係咩嘢人，或者事令你唔舒服？」



刪減刪減的例子的例子
2. 比較刪減
• 句子中的衡量標準被刪除了。• 句子中的衡量標準被刪除了。
• 化解方法：找回衡量標準。
• 例子：
1. 「…咩嘢都唔講會比較好。」
回應：「同咩嘢嚟比較？」回應：「同咩嘢嚟比較？」

2. 「佢較為成熟。」
回應：「比邊個較成熟？」

「邊方面較成熟？」



扭曲的例子扭曲的例子
1. 猜憶
• 聲稱可以知道對方內在嘅思想同埋感受。• 聲稱可以知道對方內在嘅思想同埋感受。
• 化解方法： 找出用咩嘢嘅標準來假設對方

嘅內在狀態。
• 例子：
1. 「佢都唔關心我？ 」
回應：「你點知佢唔關心你呢？」

2. 「佢都唔鐘意我。」
回應：「何以見得呢？」



扭曲的例子扭曲的例子
2. 複合等同
• 將兩種不同的經歷看成等同。
化解方法： 找出「複合等同」所暗示的關• 化解方法： 找出「複合等同」所暗示的關

係是否有充分理據。
• 例子：
1. 「忠忠直直，終須乞食。」
回應：「你點知佢忠直就會乞食？」回應：「你點知佢忠直就會乞食？」

2. 「唔反對就當贊成啦!」
回應：「唔反對除咗贊成之外，

仲有其他意思嗎？」



一般化的例子一般化的例子
1. 以偏概全
• 非常廣泛地一般化。• 非常廣泛地一般化。
• 化解方法：找出相反例證。
• 例子：
1. 「佢從來都唔聽我話。」
回應：「從來？一次都未試過？」回應：「從來？一次都未試過？」

2. 「無人能明白我!」
回應：「無人？起碼仲有我嗎？」



一般化的例子一般化的例子
2. 可能性的能力限制
• 說話中顯示說話者心中有限制性信念，因
而影響其行為的可能性。

• 說話中顯示說話者心中有限制性信念，因
而影響其行為的可能性。

• 化解方法：找出原因。
• 例子：
1. 「我唔識帶聖經分享。」
回應：「咩嘢阻止你去識？」

2. 「我唔能夠將真相講俾佢聽!」
回應：「咩嘢阻止你去講出來？」



態度：親和感態度：親和感 (Rapport)(Rapport)
• 和諧互信，互相影響的關係

• 有效溝通的核心• 有效溝通的核心

• 對方的感覺 → 明白我、了解我
• 好效果 → 多了解包容

→ 容易接納意見→ 容易接納意見



建立親和感建立親和感 (Rapport)(Rapport)的方法：的方法：
1. 配合身體語言 –配合法及鏡子影現法
2. 配合語週 Matching Tonality2. 配合語週 Matching Tonality
3. 交义影現 Crossover mirroring
4. 配合對方呼吸 Matching breathing rate
5. 同步帶領 Pacing & Leading
6. 不協調的配合 Mismatching6. 不協調的配合 Mismatching



回應及建議回應及建議
回應 Feedback
• 針對已做得很好的行為或態度• 針對已做得很好的行為或態度
• 強化卓越的表現
建議 Feedforward
• 針對可以在將來改進的行為或態度針對可以在將來改進的行為或態度
• 建議旨在提醒對方，讓他有改進的機會及
選擇

• 一至兩個便已足夠!



良好的良好的回應及建議回應及建議方法方法
• 用詞正面，有建設性。
支持對方做得好的行為。

• 簡單及具體
• 由 具體 至 一般化
• 必須即時或及時作出
• 用詞、語調、身體語都要一致
• 只給予 建議但不作出 回應，會破壞團體的• 只給予 建議但不作出 回應，會破壞團體的
親和感

• A rule of thumb : 先給予回應，
然後再作出建議。



帶領者帶領者((屬靈領袖屬靈領袖))的角色的角色
• 身、心、靈與參與者同步
• 建立團隊精神• 建立團隊精神
• 建立親和感
• 懂得作出適當的回應及建議
• 客觀的分享，主觀的行動



帶領者帶領者((屬靈領袖屬靈領袖))的角色的角色
進行過程中
1. 觀察：參與者回應的程度1. 觀察：參與者回應的程度
2. 聆聽：透過聆聽，發現思維的局限，

盲點或困惑，通過有效及有系
統 的提問，能夠幫助參與者
化解困惑，清晰思路化解困惑，清晰思路

3. 溝通基礎：可靠信賴，能使參與者
“打開心窗”



帶領者帶領者((屬靈領袖屬靈領袖))的角色的角色
進行過程中
4. 溝通內容：關懷、尊重、同情、耐心4. 溝通內容：關懷、尊重、同情、耐心
5. 交談與相遇：參與者不斷互動，

角色代入、扮演
6. 聖言的帶領：要常指出聖言中包含

有希望，有意思，有希望，有意思，
能燃起心火的話語

7. 祈禱：向上主安心交托



問題處理：問題處理：



問題處理問題處理：：
• 全不表態：與滿腦子都是「做不到思考」

的人對話
• 意見分歧：將危機化為轉機。

仁愛勝過祭獻，欣賞勝過判斷
• 情緒問題：平和處理
• 偏離題目：引導正途• 偏離題目：引導正途
• 憑空想像：要以現況 及 經驗分享



雁群的雁群的道理道理



雁群的雁群的道理道理



雁群的雁群的道理道理
雁群會飛往南方過冬
以V字型嘅隊形飛行，首位是雁群的領航員以V字型嘅隊形飛行，首位是雁群的領航員
所有成員都是領航員，不時更換達至完成旅程

重點：
領航員 →  需要不時轉位 才能續航 !

所有小組團員，需不時轉位擔任不同角色
培育更多屬靈領袖 !

才能使聖經分享小組續航 !



團體團體行動：為行動：為團體團體訂下靈修目標訂下靈修目標
• 檢視自己的信仰團體

• 增進成員溝通• 增進成員溝通

• 創造特色的團體風格

• 日日祈禱，天天讀經
力恆仁愛，為主作証力恆仁愛，為主作証

• 不斷增員，訂立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