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係的重建 

                       

CBCWLA，2011年10月9日 

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使命篇  



重要日期 

• 11月20日, 上課時間: 屬靈的恩賜工作坊以及
期末考。  

• 11月27日, 上午11:00: 畢業慶祝會，在餐廳
舉行，上午班及下午班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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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報告 

• What: 和一位未信者分享耶穌基督的福音。 

• When: 在11月20日之前。 

• 在11月20日之前交上一份傳福音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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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 
十字架 

基督 

神 
的 
話 

禱 
告 

團契 作見證 

藉著基督，我們與神
建立關係，這是基督
徒團契的基礎。 

你垂直的關係，影響
了你平行的關係。 

門徒的 
品格 









基督 
門徒的 
品格 

神 
的 
話 

禱 
告 

門徒的得勝 



救恩的頭盔 

公義的 
護心鏡 

神所賜的 
全副軍裝 

CBCWLA 基督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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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鞋子 

真理的腰帶 

外面的戰爭 



門徒的使命 

基督 信徒團契 向世人作見證 

藉著基督與神建立關
係，是基督徒團契的
基礎。 

平行的關係，是受到
垂直關係的影響。 



作見證 

回應 

栽培 訓練 裝備 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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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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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十字架 

基督 

神 
的 
話 

禱 
告 

信徒團契 向世人作見證 

教導與傳講的職事 

敬拜與祈禱的職事 

培育信徒
的職事 

傳福音的
職事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天天背起他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1. 門徒的十字架 

• 身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你應當有好的基本
動作，做好以下的六個屬靈操練： 

1. 花時間與主同在。 

2. 活在神的話語中。 

3. 憑著信心祈禱。 

4. 與信徒團契。 

5. 向世人作見證。 

6. 服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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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門徒的品格 

• 身為門徒，你應當具備以下的品格: 
1. 遵行神的旨意. 順服於基督的主權，關上肉體的門。 

2. 更新你的心意. 用神的話語來取代你自己的心意。 

3. 掌管你的情緒. 培養聖靈的果子，以聖經的方式來
回應內在的情緒。 

4. 獻上你的身體. 將自己降服於神。使自己有用於神。 

5. 被聖靈充滿. 1. 承認你的罪. 2. 將每個肢體獻於神. 
3. 求神充滿你. 

6. 得勝的生活. 對敵人有警醒的心。要勝過罪，宣告
自己在基督裡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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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得救見證： 

1. 跟從基督之前，你的生活與心態是怎樣的？ 

2. 你怎麼知道神在呼喚你？ 

3. 你是怎麼信主的？ 

1) 罪就是以自己為主的生活方式。 

2) 罪的懲罰就是與神隔絕。 

3) 基督為我付出了罪的代價。 

4) 接受基督為我的主和救主。 

4. 成為一個基督徒對你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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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門徒的得勝 
1. 勝過敵人 

– 勝過撒但與各種營壘：個人營壘，意識形態營壘，宇宙
營壘。 

2. 真理與信心 
– 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話語之上。 

3. 倚靠神的話語 
– 將神的話語存在 HEART 之中，接受完整的裝備。  

4. 憑著信心祈禱 
– 根據神的話語和應許來祈禱。 

5. 仰望耶穌 
– 你的人生目的 life purposes 與生活目標 life goals 是什麼? 

6. 得勝的生命 
– 尋求神，認識神，倚靠神，相信神，敬拜神的生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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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門徒的使命 

• 第一週: 關係的重建 

• 第二週: 關係式傳福音及訓練門徒 

• 第三週: 培育屬靈的兒女 

• 第四週: 門徒的成熟 

• 第五週: 訓練門徒 

• 第六週: 同工的團隊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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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使命 

• 一個門徒的使命是— 

–藉著一生順服主耶穌基督來榮耀神； 

–藉著使萬民作主門徒來榮耀神； 

–與神同工，從事於以下的使命— 

• 高舉基督為主； 

• 勸世人與神和好； 

• 建立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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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著眼點：自己 

動機：報酬與懲罰 

第二階段 
著眼點：他人 

動機：模範與榜樣 

第三階段 
著眼點：原則 
動機：責任 

德性發展 (moral development) 的三個階段 

60 % 

30 % 

10 % 

我為了得到某
個結果或避免
某個不良後果
而去做。 

我為了效法某人
的榜樣或滿足他
人的盼望而去做。 

我因為這是
該做的事而
去做。 



關係商數 Relationship Quotient 

 

 
Do not                                                                                          Listens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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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he/He 

She doesn’t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what I say. 

He is a poor 
listener. 



重建人際關係的三個原因 

1. 因為這件事與神有關 

–不良的人際關係影響到你與神的關係。 

2. 因為這是神的命令 

–神吩咐你去重建破損的關係。 

3. 因為它影響到你的見證 

–神要你藉著修復破損的關係來向世人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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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E BLAME 

THE BALANCE GAME 

People 
blame others 

for things 
they are 

ashamed of. 

They will feel 
shame and 

seek to 
balance the 
scale again 

by: 

If they can keep 
shame and blame 
in balance, they  
feel O.K. about 

themselves. 

When you 
confess your 
wrongs, they 

won’t be able to 
accept your 

confession and 
continue to 
blame you. 

As long as 
they can 
blame 

others, they 
don’t have to 
feel shame. 

1. Asking your 
forgiveness and 
thereby ridding 
themselves of 

shame. Or 

2. Refusing to accept 
your confession so 

they can continue to 
blame you and keep 
the scales balanced 



• 以下三者中哪個對你來說最困難？ 

1. 向人認錯，請求原諒。 

2. 被人得罪之後，主動與人和好。 

3. 作一位和平之子（調解糾紛的中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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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做錯事時 

1. 你當如何預備好自己，去尋求他人的寬恕？ 

2. 當對方拒絕寬恕你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3. 如何尋求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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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作業 

• 完成 “本週與主同行”的一切項目 

–與一位家庭成員一同作 關係商數表； 

–探訪你的鄰居 (或朋友) 並問他是否有需要代禱
的事； 

–學習Master Builder中靈命死亡者（不信者）的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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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時間 

1. 檢查作業: 是否完成本週與主同行的一切
項目。 

2. 討論: 以下三者中何者對你最困難？ 

A. 向人認錯，請求原諒。 

B. 被人得罪之後，主動與人和好。 

C. 作一位和平之子（調解糾紛的中間人）。 

3. 討論: 你的各人評估表 (Personal 
Assessment Worksheet)。 

4. 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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