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LLOW JESUS 

跟随耶稣 
www.mygrandmatime.com 提供。 

为自用或出于非营利性质的用途，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 

 

#1 – 行动起来! – 马太福音 9:9-13; 马可福音 2:4-17;马太福音 4:18-22;  

        马太福音 10:37,38; 马太福音 16:24 

#2 – 耶稣相信你可以做到！ - 马太福音 14:13-33; 马可福音 6:34-51; 约翰福音 6:1-21;                                              

       希伯来书 10:23-25; 马太福音 16:24 

#3 – 你是团队的一员 – 哥林多前书 12:12—13:1; 使徒行传 21:1-4;  

      哥林多前书 15; 马太福音 16:24  

#4 –神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 – 哥林多前书 12:12-27; 使徒行传 6:1-7;  马太福音 16:24 
 

 

#1 -小组资源 

主题: 行动起来! 

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9:9-13 

马可福音2:4-17 

马太福音 4:18-22 

马太福音10:37,38 

 

讨论问题: 

你要做些什么才能改变？ 

 

马太福音 9:9-13 & 马可福音 2:4-17 

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他在哪里？ 

如果在类似的境况下耶稣呼召你，你又会怎样做？ 

马太是如何回应耶稣的呼召的？ 

马太放下了什么？ 

同样，如果你也回应耶稣的呼召，你会放下什么？ 

马太得到了什么？ 

马太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什么想要和好朋友分享的？ 

为什么其他人不愿意跟随耶稣而马太却愿意？ 

马太回应耶稣的呼召作他的门徒后记录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为什么? 

 

马太福音10:37,38 

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说了些什么? 

耶稣知道如果我们愿意作他的门徒我们会得到什么? 

为什么让我们总是很容易惦记自己要放弃的东西，却比较难为要得到的东西而欢喜？ 

成为一个更加积极的信徒首先要做到什么? 

 

祷告要点: 

祈求得见耶稣在你生活中的带领。 

诚实地向上帝表述你的感受。 

恳求圣灵帮助你采取你需要的步骤去跟随耶稣。 

因着耶稣带给你的盼望而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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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源 

主题: 行动起来! 

 

阅读马太福音 9:9 

当马太遇见耶稣时他在干什么？ 

耶稣让马太做什么？ 

马太怎么做的？ 

玩“跟随领袖”的游戏。 

 

阅读马太福音 9:10 

耶稣为什么会在马太的家里? 

除了家人以外，你最近和谁一起吃饭了，把他们画下来。 

大家都能够猜出你画的是谁吗? 

 

阅读马太福音 9:11 

你为什么约人一起吃饭? 

 

阅读马太福音 9:12-13 

耶稣会约谁一起吃饭? 

为什么? 

你想约谁吃饭？请列一张名单. 

设计并制作晚餐邀请函. 

请人吃饭与向人讲述耶稣有何相同之处？ 

有何不同之处? 

耶稣希望你做些什么呢? 

 

背诵经文：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马太福音 16:24 
 
www.mygrandmatime.com 提供。 

为自用或出于非营利性质的用途，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 

 
 

 

#2 -小组资源 

主题：耶稣相信你可以做到。 

 

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14:13-33 马可福音：6:34-51 

约翰福音6:1-21 希伯来书10:23-25 

 

讨论问题： 

阅读提到本周故事的三处经文。 

每处经文中都提到的事情有哪些？ 

只在一处经文中提到，而其他两处没有提到的事情有哪些？ 

对比约翰福音5:17和马太福音14:22。你觉得为什么约翰和马太看到的景况会如此不同？ 

下面两件事，你觉得哪个需要更大的信心？ 

夜晚，在没有耶稣陪伴的情况下，马太独自乘小渔船度过加利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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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走下渔船，在水面上朝耶稣走去。 

阅读希伯来书10:23-25，你是否被别人质疑过你不能做某事？ 

对此你有何感受？ 

如果有人一直告诉你：“你能做到！我就在这里做你的随时帮助。” 

那感受又会如何？ 

在你生活中什么时候主耶稣对你说：“你能够做到！” 

起来，穿上鞋子，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祷告要点： 

为神的良善赞美祂！ 

相信神，因着祂的帮助你也可以做到。 

感谢神祂是如此的信任你！ 

祈求神让你遇到给你挑战和鼓励的人。 

 
 

家庭资源： 

主题：耶稣相信你可以做到。 

 

阅读马太福音14:22-23 

为什么耶稣让门徒离开，独自走到房间里祷告？ 

离开众人独处对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影响/改变？ 

 

阅读马太福音14:24 

请画出门徒们正在哪里、在干什么。 

你会有何感受？ 

你会怎么做？ 

 

阅读马太福音14:25-27 

为什么门徒们害怕? 

用手电筒“鬼”影。 

 

阅读马太福音14:28-29 

为什么彼得要求行走在水面上？ 

你要求别人做过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 

别人要求你做过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 

 

阅读马太福音14:30-31 

为什么彼得会往下沉？ 

彼得怀疑什么? 

做实验，找些哪些东西会在水里漂浮或下沉。 

 

阅读马太福音14:32-33 

你会祈求在水面上行走吗？ 

为什么这么求？/为什么不这么求？ 

 

你需要/想要祈求耶稣做什么？ 

如果耶稣对你说：“来吧！”你会表现出什么样子来？把你的样子画下来。 

 



背诵经文： 

于是耶稣对他的_________说,“若_____要跟从_____，就当_____背起他的_____来_____我。” 

马太福音 16:24 

 
www.mygrandmatime.com 提供。 

为自用或出于非营利性质的用途，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 

 

 

#3-小组资源 

主题：你是团队的一员。 

 

阅读经文： 

哥林多前书12:12-13:1 

使徒行传21:1-4 

哥林多前书15 

 

讨论问题 

使徒行传21:1-4 

为什么保罗的朋友们反对他下一步的去向？ 

如果圣灵告诉你跟随耶稣会遭受苦难和逼迫，你会做何反应? 

上帝呼召你去做什么事？ 

 

哥林多前书15 

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会非常可怜，关于这点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说了些什么？ 

当听到希望这个词的时候你有何感想？ 

保罗的盼望在哪里？ 

你的盼望在哪里？ 

你的答案与你的行事为人相匹配吗？ 

 

哥林多前书12:27-31 

保罗把教会比喻成一个由各类角色成员组成的团队。作为团队的一员你有何收益？ 

你什么时候不愿意成为团队的一员？ 

本周做一件可以提升你团队合作能力的事。 

 

祷告要点： 

赞美神是生命之源！ 

求神让你明白哪里才是你的盼望。 

感谢神给你带来永生的盼望。 

祈求神带领你让你知道如何成为祂团队中积极的一员。 

 

家庭资源 

主题：你是团队的一员 

 

阅读哥林多前书12:20-21 

蒙住眼睛走一段路。 

不用脚走，去取放在房间另一头的某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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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哥林多前书12:22 

你身体的那个部位最脆弱？ 

为什么？ 

分享一些可以使它变强健的方法。 

 

阅读哥林多前书12:23a 

你花费在身体哪个部位的时间最多？ 

为什么？ 

洗个澡，穿好衣服。 

 

阅读哥林多前书12:23b－24a 

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 

根据不同场合和/或天气情况的需要进行着装，和家人进行一场时装表演。 

 

阅读哥林多前书12:24b-26 

玩“开心/伤心”的游戏。 

画一个笑脸和一个哭脸，把他们分别贴在一根冰糕棍的两面。 

传递冰糕棍，拿到它的人必须讲一件开心或伤心的事。 

其他家人要和他一同开心或伤心。 

 

背诵经文： 

 “若_____要____  __，就当_____，____他的_____来_____ __。” 

马太福音 16:24 

 
www.mygrandmatime.com 提供。 

为自用或出于非营利性质的用途，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 

 

#4 - 小组资源 

主题：神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 

 

阅读经文 

哥林多前书12:1-27 

使徒行传6:1-7 

 

讨论问题 

考虑一下你走路时需要用到身体的哪些部位？如果这些部位中的任何一个不发挥作用会给你的行走带来

哪些问题？ 

 

哥林多前书12:12-27 

为什么保罗把教会比喻成一个身体？ 

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照着神造你的去发挥功用，将会有何后果？ 

如果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按照神造的，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结果又会如何？ 

 

阅读使徒行传6:1-7 

问题是什么？ 

解决方法是什么？ 

结果如何？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讲述的内容对你有何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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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你，要你去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列出来。 

你作为神身体的一部分，神曾呼召你做什么？ 

 

祷告要点： 

为神的奇妙创造赞美祂！ 

求神让你明白你需要做什么来成为一个有用的肢体. 

为那些服侍的人感谢神。 

祈求神让你看见你是他身体的哪一部分。 

 

家庭资源： 

主题：神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 

 

阅读哥林多前书 12:27 

找一件可以拆解的东西 

把它拆开并做以描述。 

各个部分是如何组成整体的？ 

 

阅读哥林多前书12:28 

列出你家里的人所做的事情（或者画下来）。 

列出神家里的人所做的事情（或者画下来）。 

 

阅读哥林多前书12:29-30 

在你的家人所做事情的后面写上负责人的名字。 

在神的家人所做事情的后面写上负责人的名字。 

在你的名字旁边画个星星。 

在你的名字应该出现的地方打个问号. 

 

阅读哥林多前书12:31-13:1 

什么比我们做的事情更重要？ 

尽情的大声讨论，然后去做一件用爱心服侍的事。 

 

背诵经文： 

 

于是 _____ 对 ___ ___说：“若____ __ _____ __，就______ ____ ____ _____ _____ __。” 

 

马太福音 16:24 

 
www.mygrandmatime.com 提供。 

为自用或出于非营利性质的用途，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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