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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事奉年事奉年事奉年事奉年 (香柏樹香柏樹香柏樹香柏樹) 

「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自 2011年推動至今，進入第四個主題年，其間累計

台灣區有 307間教會逐年申請加入並運用資源材料於教會牧養，預計 2014事奉年

將有 231間教會預備使用，並有海外教會共同加入。這個計畫以五年為期循環推

動，任何一個年度都歡迎有新的會員教會參與加入，展開為期五年的教會轉化。

請有意瞭解或申請的教會務必留意參與本會六月份固定舉辦的擴大參與說明會。 

 

� 什麼是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什麼是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什麼是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什麼是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 

「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是一個持續五年的教會轉化、更新、成長計畫，其目

標是要幫助中小型教會以五年時間，專注在信徒「生命」與「生活」方面的整

全成長；同時兼顧「信徒」及「教會」的整全建造，以塑造健康成長的信徒生

命，並建立健康外展的榮耀教會。 

 

「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的主要策略，是運用「教會成長四合一同步策略」。所

謂四合一同步策略就是：以「主日信息」為概覽，以「生活行動」來落實，以

「靈修敬拜」來深化，以「小組團契」來支持，這四者同步合一，以建造信徒

的生命與生活。 

 

或者說，在教會全年的牧養架構中：每週透過系統規劃的「主日信息」來建造

信徒；推動信徒落實一項「生活行動」來應用主日信息；每日精選與主日信息

相關的靈修經文來建立信徒「每日靈修敬拜」生活；設計與主日信息同步的「小

組團契」內容，使信徒過彼此支持的團契生活。也就是使每一週的「主日信息」、

「生活行動」、「靈修敬拜」、「小組團契」在同步主題中，產生共震成長的綜合

效果。 

 

而福音協進會教會發展處則負責規劃這五年的教會轉化主題，並提供「主日信

息詳細大綱」、「靈修敬拜經文」、「小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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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五年規劃是什麼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五年規劃是什麼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五年規劃是什麼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五年規劃是什麼？？？？ 

「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可分成：基礎耕耘、主體耕耘、搭配耕耘等三部分。

其規劃如下： 

 

 基礎耕耘（一）： 

（在主體耕耘實施前一年第四季進行，使用本會所提供的「預備年資源手冊」

實行。） 

1.建造異象：在主日崇拜中傳遞說明「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 

2.建造靈修生活：在主日崇拜中教導如何進行以賽亞式的每日靈修敬拜。 

3.建造小組：在主日崇拜中教導推動信徒參與小組。 

4.小組長訓練：訓練小組長如何帶領牧養小組（主日崇拜之外另行安排訓練）。 

 

 基礎耕耘（二）： 

（主日崇拜之外另行安排訓練，可以在耕耘實施前一年、或開始第一至第二

年中進行） 

進行教牧、長執、小組長訓練，可分兩階段：1.我們起來建造吧；2.同心建造。

可用讀書會方式或小組討論方式進行。（《我們起來建造吧》，道聲出版社出

版；《同心建造》，福音協進會出版） 

 

 主體耕耘：此為芥菜種計畫的核心主體 

  （包含：五年份 主日信息、每日靈修、小組深化、生活行動） 

 

預備年（2010） （建造異象 4週、建造靈修生活 6週、建造小組 2週）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主題主題主題主題、、、、象徵象徵象徵象徵 1.節期系列節期系列節期系列節期系列 

（（（（6週週週週）））） 

2.福音系列福音系列福音系列福音系列 

（（（（5週週週週）））） 

3.天堂在我天堂在我天堂在我天堂在我

家家家家（（（（5週週週週）））） 

4.清心系列清心系列清心系列清心系列 

（（（（4週週週週）））） 

5.生活系列生活系列生活系列生活系列

（（（（4週週週週）））） 

6.生命系列生命系列生命系列生命系列

（（（（9週週週週）））） 

第一年（2011） 

敬拜年、棕樹 

新年新展望新年新展望新年新展望新年新展望 

新春主日新春主日新春主日新春主日 

敬祖追思敬祖追思敬祖追思敬祖追思 

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 

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 

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 

福氣臨門 蒙福家庭 清潔心思 聖潔生活 敬拜人生 

第二年（2012） 

團契年、無花果樹 

改運換命 家庭團契 無虧良心 溝通藝術 團契人生 

第三年（2013） 

成長年、橄欖樹 

人際高手 健康家庭 無偽信心 享受安息 成長人生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2014）））） 

事奉年事奉年事奉年事奉年、、、、香柏樹香柏樹香柏樹香柏樹 

反敗為勝反敗為勝反敗為勝反敗為勝 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家庭關係家庭關係 純全愛心純全愛心純全愛心純全愛心 管家生活管家生活管家生活管家生活 事奉人生事奉人生事奉人生事奉人生 

第五年（2015） 

宣教年、葡萄樹 

追求卓越 家庭治理 和好關係 治理全地 宣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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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目的： 

規劃內容 實施目的 

1.節期系列 深化教會節期，建立節慶實質意義。 

2.福音系列 以慕道友導向主日發展主日佈道事工，使佈道成為

經常性事工。 

3.天堂在我家系列 落實「建造基督化家庭」異象，使每一位信徒都重

視家庭生活，在家庭中活出信仰。 

4.清心系列 以主日的醫治釋放信息及禱告，調整重塑信徒性格

及人際關係。 

5.生活系列 以生活主題為主，建立基督徒生活準則。 

6.生命系列 建立信徒的敬拜、團契、成長、事奉、宣教生命及

生活。 

 

 

 搭配耕耘：（教會可彈性選擇是否採用） 

 

 1. 基要信仰基要信仰基要信仰基要信仰（（（（8週週週週）））） 2.經卷系列經卷系列經卷系列經卷系列 3. 禱告系列禱告系列禱告系列禱告系列（（（（4週週週週）））） 

第一年 使徒信經系列  同心合意 

第二年  耶穌與現代人（12週） 琴與香爐 

第三年  使徒行傳（6週） 進入密室 

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第四年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6週週週週）））） 站在破口站在破口站在破口站在破口 

第五年  尼希米記（6週） 爭戰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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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協進會將會福音協進會將會福音協進會將會福音協進會將會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長期幫助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長期幫助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長期幫助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長期幫助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的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當教會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畫」，願意承諾在五年期間以四合一策略來建造

教會，即成為「芥菜種神蹟團隊」的會員教會， 福音協進會承諾提供如下協助： 

1. 申請加入當年，第四季開始提供 12週「預備期資源手冊」。 

2. 連續五年逐年提供該年度主題的「資源手冊」，內容包含：主日信息詳細大綱、

每日靈修敬拜經文、每週小組聚會內容等。另行提供「大綱式電子檔」，以方

便將信息大綱及靈修經文編入週報中，並轉提供小組教材給小組長。【註：版權

屬於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會員教會不得自行轉讓或拷貝給其他教會使用。】 

3. 本會將印製每年度的「芥菜種靈修手冊」，參與教會可以成本價自行購買。 

4. 除提供上述資料外，本會也將每年舉辦三次跟進聚會。會員可帶領教會團隊

免費參加。 

5. 本會同工將長期以代禱、關懷、分享、提供意見，盡力陪伴會員教會同工，

以協助落實五年轉化計畫。 

   

 

� 如何才能如何才能如何才能如何才能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參與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 

※※※※新會員教會申請加入新會員教會申請加入新會員教會申請加入新會員教會申請加入：：：： 

1.請教牧同工帶領長執或核心領導團隊，共同參與每年 6月份本會所舉辦的「芥菜

種的奇蹟說明會」，詳細瞭解計畫內容。若錯過當年度說明會場次，歡迎購買本

計劃第一年說明會 DVD錄影內容自行補看。 

2.說明會後，建議教牧同工與長執、信徒領袖共同溝通尋求，經長執會（或核心同

工會）共同決定是否參與，再由主責牧者填妥「芥菜種教會轉化五年計劃新會員

申請表」，每年於８月３０日前提出申請。本會了解同意接納後，即可成為「芥

菜種神蹟團隊」會員。 

3.新會員需繳交入會費，入會費計費如下：120人以下教會 5,200元，121人以上

教會 14,000元。（以五年 5,200元入會費計算，相當於每週只花費 20元，即可

取得主日信息大綱、小組教材、靈修經文教材。） 

 

※※※※舊舊舊舊會員教會申請續期參與會員教會申請續期參與會員教會申請續期參與會員教會申請續期參與 

1.已加入的會員每年 8月 30日前，需逐年填寫「續期申請表」，申請下一年度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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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化解經講道系統化解經講道系統化解經講道系統化解經講道

• 生活遵行生活遵行生活遵行生活遵行

• 靈修敬拜靈修敬拜靈修敬拜靈修敬拜

• 小組支持小組支持小組支持小組支持

四合一生命建造策略四合一生命建造策略四合一生命建造策略四合一生命建造策略

系統化解經系統化解經系統化解經系統化解經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概覽概覽概覽概覽

生活回應行生活回應行生活回應行生活回應行

動動動動：：：：落實落實落實落實

靈修敬拜靈修敬拜靈修敬拜靈修敬拜：：：：

深化深化深化深化

小組生活小組生活小組生活小組生活：：：：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芥菜種教會五年轉化計劃芥菜種教會五年轉化計劃芥菜種教會五年轉化計劃芥菜種教會五年轉化計劃

敬拜年敬拜年敬拜年敬拜年

(2011)

團契年團契年團契年團契年

(2012)

成長年成長年成長年成長年

(2013)

事奉年事奉年事奉年事奉年

(2014)

宣教年宣教年宣教年宣教年

(2015)

推動。  

2.本會收到「續期申請表」後，將評估該會員前一年實施狀況，如遇會員有實際實

施困難或前一年完全沒有操作執行時，本會將建議暫緩推動，並暫停次年資源手

冊之供應，直到會員可繼續落實該計畫時再提出申請。 

3.會員續期申請都不需再繳交費用。 

4.暫時凍結服務之會員教會，若連續三年沒有恢復執行芥菜種計畫，將取消會員資

格並恕不退費。  

 

� 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已經推動好幾年了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已經推動好幾年了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已經推動好幾年了芥菜種教會轉化計劃已經推動好幾年了，，，，我們教會現在才要我們教會現在才要我們教會現在才要我們教會現在才要

參與合適嗎參與合適嗎參與合適嗎參與合適嗎？？？？ 

 

可以的，芥菜種五年轉化計畫以五年為一個循環，任何一個年度都可以成為起

點與終點，因此任何年度都可以受理新會員的加入申請。只是需要正式參與每

年度本會舉辦的「芥菜種奇蹟研習會」，或是購買研習會的 DVD錄影補課後，

與教會的核心同工或長執團隊共同禱告尋求，願意以五年時間落實四合一策略

的牧會方法，就可以向本會提出申請。 

 

 

 

 

 

 

 

 

 

 

 

 

歡迎有意願參與的教牧同工，親自來電洽詢：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教會發展處」 

洽詢電話：02-86601070 #132 

傳真: 02-89231070 

電子郵件: churchdevelop@cce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