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藉著人際關係來 

傳福音及訓練門徒 

                       

CBCWLA，2011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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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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使命 

• 第一週: 關係的重建 

• 第二週: 藉著人際關係來傳福音及訓練門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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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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督的門徒 Christian Discipleship 

• 作基督的門徒就是…  
1. 與耶穌基督建立起一個個人的、終生的、順服的

關係，使基督將你的品格變得像他，developing a 
personal, lifelong, obedient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in which he transforms your character into 
Christlikeness;  

2. 並將你的價值觀變成天國的價值觀，changes 
your value into Kingdom values; 

3. 並使你在家中、教會中、以及世界中與基督的使
命有分。 and involves you in his mission in the 
home,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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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順服 Teaching Obedience 

• 門徒是順服的。耶穌教導他的門徒要服從他的
話。A disciple obeys. Jesus taught his disciples 
to obey his word. 

• 順服是門徒的標記，真正屬神的人必定順服。
Obedience is the identifying mark of a disciple. 
Those who truly belong to the Father are 
obedient. 

• 若一個人一直不順服，這就顯示出他不是一個
真正跟從基督的人。If a person is consistently 
disobedient, it is a sign he/she is not a true 
follower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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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 相信 

Trust and obey  
信靠、順服 

Total obedience 完全順服 

Faith is: 
1. Believe 
2. Trust 
3. Obey 

From faith to faith  
本於信，以致於信 
（羅 Rom. 1:17） 

最高的信心是 完全順服。 
最低的信心是相信神的存在。 
在此兩者之間是對神不同程
度的信靠及順服。 



Continuing Witness Training (CWT) 

1. 為了基督的緣故培養友誼 Cultivating friends for Christ 
– Create opportunity by making new friends. 
– Use crisis as stepping-stones toward a witness. 
– Listen to what other want to talk about. 
– Take time to pray for your lost friend. 
– Invite lost friends to your home or church. 
– Visit newcomers and prospects. 
– Arousing interest by asking proper questions. 
– Think about witnessing so that you’ll be ready. 
– Introduce spiritual matters naturally. 
– Nurture friendship by being interested in his concerns. 
– Go out of your way to include your lost friends in your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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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人家中傳福音的注意事項： 

1) 記住對方的姓名及相關資料。 

2) 將車停在路邊，不要擋住人家的 driveway. 

3) 注意一些有關這個家庭的蛛絲馬跡。 

4) 按門鈴，然後退一、兩步。 

5) 微笑，說明自己是誰，說出你來探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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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人展開福音式會話： 

1) 態度要友善、可親。 

2) 說幾句真誠的讚賞語。 

3) 對方若客氣，說 “對不起…”，你也很客氣的接
受，並盡快轉入正題。 

4) 藉著發問將會話自然地轉入屬靈的事情。用 
FIRE 來使對話集中於屬靈的事情。 

10/16/11 Warren Wang 



• FIRE: 

– Family 家庭。Ask about the person’s family. 

– Interests 興趣. Ask, 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 

– Religious background 宗教背景. Ask, do you go 
the church? Ask other questions about the 
person’s religious background. 

– Exploratory questions 探索性問題. Ask the 
following explorator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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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性問題 Exploratory questions: 

–你有沒有把握自己死後會上天堂，得永生？ 

–假如你現在站在神的面前，他問你說：”我為什
麼要允許你進入天堂？”你會怎麼回答？ 

–將話題轉入福音，說 : “我有好消息告訴你，我
可以和你分享嗎？” 在取得對方許可之後才開
始分享。 

–若對方拒絕，你就很有風度的說： “希望以後
有機會和你分享，只要十分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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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喪者的特徵 

• 一個失喪者的靈命是死的，他的特徵如下： 

1. 不理解 屬靈的事情， 

2. 不尋求 神（對神沒有興趣）， 

3. 不接受 屬靈的道裡，只跟從世界的潮流和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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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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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手 

神 

悔改 

承認 
接受 罪的工價乃是死，

惟有神的恩賜，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 

創造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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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價 

惟有 

主 

基督 

耶穌 

永生 

神的 

恩賜 

愛 

生命 

____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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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作業 

• 完成 “本週與主同行”的一切項目 

–與一位難以相處的人和解， 

–鼓勵一位新基督徒，和一位屬靈的兒女交談， 

–探訪一位你已經在為他禱告的未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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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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背誦 作基督門徒的定義。 

3. 彼此解說 福音的手。 

4. 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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