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屬靈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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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使命篇  



呼召培育者 (Disciple Makers) 

• 工作內容 Job description 

–在2012中將一位新基督徒栽培為基督的門徒。 

• 向神祈禱，求神在2012賜你一位接受你栽培的人。 

• 每週與這人保持接觸，至少為期三個月。時常鼓勵
他住在神的恩典中，堅固他的信心。 

• 幫助他建立起屬靈的操練，如每週敬拜主，每日讀
經，禱告，與信徒團契，為主作見證等。  

• 資格 Qualification  

–自己必須是一位實踐中的基督門徒 a practicing 
disciple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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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者差派禮 

• Disciple Makers 將於今年一個主日崇拜中接
受教會的差派。 

• 請對這個呼召有所反應。 

• 願意成為 Disciple Maker 的人請於 11/20 之
前告訴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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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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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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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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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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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 

• 耶穌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使命: 使萬民做主的門徒 by 

1. 要去 Going 

2. 要施浸 Baptizing 

3. 要教導主的話語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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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 Going 

–在大使命中，“去”這個字是現在分詞，表示這
個動作仍在進行中，是一個過程。 “使人作主
的門徒” 的意思就是 “使人做一個做一個學習主
的人，做一個跟從者”。 

–大使命，乃是主動去栽培他人成為基督的門徒
的一個過程，而非一次完成的動作。 

10/23/11 Warren Wang 



• 給他們施浸Baptizing  

–浸禮是公開的宣告，表明自己對主的委身，乃
是按照聖經的啟示，奉三一真神的名受浸。 

• 教導他們遵守 Teaching to observe 

–遵守，也可翻譯為順服，乃是要教導他們順服
主的話語。這表示門徒訓練的目的是要人順服
基督的話語，必須做到這個地步才算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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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 “傳福音evangelism” 

• “傳福音不僅是領人信主。就有如一個新的
生命不僅是出生，決志信主也是如此。那
僅是一個開始而已。” Evangelism is more 
than winning a person to Christ. It does not 
end with conversion any more than a full life 
ends with birth. It is only the beginning.” 
Herschel Hobbs, Baptist pastor and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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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勸慰子 

• 勸慰 encourage，是你幫助一位新基督徒成
長的有效方法。 

• 你可用以下的方法來勸慰人：  

–時常以神的真理來提醒他， 

–鼓勵他們要住在神的真理中。 

–有時候，一位基督徒提醒他們要記得神的恩典
和供應，就正是他們最需要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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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指南 

1. 告訴他為什麼 Tell the person why. 

–告訴他，使他明白為什麼要接受門徒訓練。告
訴他為何新信主的人應當受浸，讀聖經，敬拜
神…  

2. 教他怎麼做 Show the person how. 

–教他如何讀聖經，如何禱告，如何勝過試探…
你可以用你在Masterlife所學的來教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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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幫他起個頭 Get the person started. 
–將他從 “資訊階段” 移至 “行動階段”。讓他立刻
開始讀聖經，參加崇拜…  

4. 幫他堅持下去 Keep the person going. 
–幫人起個頭很容易，幫人堅持下去就不簡單了。
你要每週與他會面，或者打電話給他。和他保
持聯絡至少六週。 

5. 幫他生出信心的後代 Help the person 
reproduce his/her faith. 
–幫助他像你一樣去傳福音，幫助新的信徒成長。
鼓勵他，將你所教給他的去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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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的工具 

1. Welcome to God’s family 

– This is a tract for new believers. 

2. Survival Kit（存活寶鑑） 

– A book, for new believers. Lifeway, $4.85 

–存活寶鑑I（初信者成長指南），香港浸信會出
版社 

3. The Master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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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作業 

• 完成 “本週與主同行”的一切項目 

–與一位家人或朋友共度一段有意義的時光 
spend meaningful time with a family member or 
a friend. 

–用帶領人所給你的錢，奉主的名來服事他人
Use the money your leader give you to minister 
to someone in Jesus’ name. 

–向一個未信主的人解釋福音的手 Explain the 
Gospel in Hand presentation to a los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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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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你可以如何來栽培一位新的信徒。
分享你自己當初是如何受栽培的。 

4. 彼此解說 跟進的五個原則。 

5. 彼此解說 福音的手。 

6. 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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