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在神的話語中

CBCWLA, MAY 8, 2011

門 徒 訓 練



下週不上課 5/15

 五月十五日是教會郊遊，不上課。

 你有兩週的時間來完成作業。

 每日讀經、靈修。

 向神禱告，賜你耐力，成為更好的門徒。
你若要退出 Masterlife，請於本週告訴我或
Richard。否則，就遵守規則，堅持下去。

 求神賜你恩典與力量，使你完成門徒訓練。

5/8/11 Warren Wang



關於MasterLife

 這是一個訓練課程

 這是一個為期六個月的深入訓練課程，不是講課。

 你要跟從耶穌，過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你要完成每週的指定作業。

 你要每日讀經。

 你要忠心出席聚會，善盡管家職分。

 你的小組會督促你，使你信守約定。

 你要獻身於耶穌，洛西華浸，以及你的小組（你的
主，你的教會，你的弟兄姊妹）。

 有一日，你將成為一個訓練門徒的人。

 你來對了地方嗎？
5/8/11 Warren Wang



關於督責小組

 與同一組人在一起六個月.

 對你的組員忠心。不遲到，不早退。

 彼此支持，代禱。

 要兩個人一組，檢查作業。認真執行。

 要兩個人彼此背誦經句。

5/8/11 Warren Wang



I. 六個屬靈的操練



1. 花時間與主同在

2. 活在神的話語中

1. 親密的關係：藉著與神團契來認識他。

2. 日常指引：為每日所做的決定接受指引。

3. 需求代禱：將需要帶到神的面前。

4. 信靠順服：結出屬靈的果子。

5. 每日的操練

3. 在信心中祈禱

4. 與信徒團契

5. 向世人作見證

6. 服事他人

5/1/11 Warren Wang



II. 活在神的話語中



1. What are the four reasons for a quite time?

2. SHARING: Which of the four reaso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you?

3. Write in the margins of your book these 
items: eating, fellowship with family, 
personal cleanliness, work, personal time 
with God. Rank them 1 (highest priority) 
through 5 (lowest priority). What did you 
learn about yourself?

4. SHARING: Live in the Word.

5. In two weeks you’ll be asked to share with a 
friend your testimony of having a quiet time.

5/8/11 Warren Wang



III.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Memory Verses

 John 8:31-32 (NIV)

 If you hold to my teaching, you are really my 
disciples.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
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5/8/11 Warren Wang



 John 15:5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I in you, you will bear much fruit;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
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5/8/11 Warren Wang



 Luke 9:23

 Whoever wants to be my disciple must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

5/8/11 Warren Wang



VI. 每日靈修



 讀經。每日1-2章。每週五日

 禱告。

 唱詩（隨意）。

 要簡易可行。

 每天15-30 分鐘。

 請督責小組的組員幫助你、督促你。

 不要放棄。要堅持。

 當你親近神的時候，神會指引你，保護你，
賜福給你。

5/1/11 Warren Wang



V. 門徒的十字架



門徒的十字架 The Disciple’s Cross

 這空白的圓圈代表你的生命。表示你為了基督而捨己。

 你若不願意捨己，就不能成為基督的門徒。

 若這圓圈代表了你，耶穌就應當進入其中，充滿它。

4/24/11 Warren Wang



 John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
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
能做甚麼。

4/24/11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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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間與主同在 Spend time with the Master

 離開了主，我們能夠做甚麼？甚麼都不能做！
主耶穌說，他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枝子與
葡萄樹相連結，我們也與基督相連結。

 耶穌要藉著你，活出他自己的生命。這正是你
所想要的嗎？

 除了捨己，你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
Masterlife，十字架代表屬靈的操練。門徒的十
字架說明了主耶穌如何藉著這些操練，使你與
他相連結。

4/24/11 Warren Wang



4/24/11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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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神的話語中 Live in the Word

 約翰 8:31-32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
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要活在基督裡，就先要讓他的話語活在你心裡。

 你可以藉著多種方法來接受主的話語，如：聽
道，讀聖經，查經，背誦經句，還有就是應用
神的話語。

 以基督為主，就是說你願意經常讀神的話語，
並且研究思考，實際應用。

4/24/11 Warren Wang



在信心中祈禱 Pray in faith

 約翰 15: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要在基督裡，就必須以信心祈禱。

 若你在基督裡面，他的話語也在你裡面，祈求，
他就給你成就。

 十字架垂直的部分，表示神的話語和祈禱，代
表了你與神的關係。是神與你溝通，你與神溝
通的基本方法。

4/24/11 Warren Wang



與信徒團契 Fellowship with the believers

 約翰 13: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
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耶穌說，若要人認出你是他的門徒，你們就要
彼此相愛。

 神為你的靈命成長，提供了一個最理想的地方，
就是你的教會。

 一個肯委身的基督徒，會與當地教會的地兄姊
妹在一起，一同在主裡成長。

4/24/11 Warren Wang



向世人作見證Witness to the world

 約翰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
是我的門徒了。

 耶穌說，你們若多結果子，就是我的門徒。其
中一種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就是為主作見
證。

 為主作見證，是活在基督裡自然的結果。

 你若花時間與主同在，活在他的話語中，以信
心祈禱，與信徒團契，很自然地你就會為主作
見證，因為主活在你心中。

4/24/11 Warren Wang



門徒的十字架

4/24/11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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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1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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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下週作業



第三週指定作業

 你有二週的時間來完成作業。

 在主裡安息，每日靈修。

 按照計劃每日讀經。

 為你的組員提名代禱。並為五位未信主者
之得救代禱。

 向一位尚未信主的人顯出神的愛。向主禱
告，決定如何來顯出神的愛。準備下次分
享你的經歷。

5/1/11 Warren Wang



VII. 小組時間



小組時間

1. 兩人一對（夫妻除外），彼此檢查作業。

2. 彼此背誦經文：約8:31-32，約 15:5，路
9:23。

3. 彼此練習，解釋門徒的十字架的中心和向
下的一槓。

4. 你做每周作業，是否有好的經歷，或者遇
到問題？請分享。

5. 從你的禱告簿中，分享一件代禱事項。請
為你右邊的人，以簡短的方式代禱。

6. 彼此代禱結束。

5/1/11 Warren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