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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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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Life, 2012 

• 時間: April 15-Nov. 18, 2012 

• 班級:  

–中文班：由中文部提供 

–英語班：由英語部提供 

• Disciple Makers: 

–鼓勵一個人於2012去上Masterlife，在整個過程
中鼓勵他、幫助他。 

–作他的代禱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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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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11 Warr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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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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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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你如何使用上週所拿到的 $5？  

• 這次的經驗對你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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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金錢的管家 

1. 接受 “神的主權” 的各項原則。 

2. 實踐 “負起自己當盡的責任” 的各項原則。 

3. 回應 “相信神的大能，倚靠神來生活” 的各
項原則。 

4. 根據神獎賞的原則來投資人生。 

5. 根據復和的原則來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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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門徒的五項原則 

1. 栽培者示範，門徒有樣學樣。 

2. 栽培者解說，門徒嘗試去行。 

3. 栽培者輔導，門徒實際應用。 

4. 栽培者支持，門徒彰顯實力。 

5. 栽培者差派，門徒成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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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領人決志信主 

• 見證人必須很準確的知道，當他邀請人決
志信主的時候應該說些甚麼。 

• 見證人甚至應該將自己該說的話，一字不
錯地背記下來。 

• 見證人必須很清楚地解釋，一個人要如何
行才能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 一講解完了福音之後，立刻就藉著以下的
問題邀請他決志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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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覺得我剛才所說的有道理嗎？ Does this 
make sense to you?  

–若他說 “有道理”，進行下一個問題。 

–若他說 “沒道理” (or “不知道”， “你說的很好，
不過…”，“以後再說吧”)，你就說：“可能是我
沒有說清楚，我可不可以很快地把福音的重點
再說一遍？” 

–如果你剛才是用福音的手，現再就可以用 “A, B, 
C.” 

–以誠懇的，積極的態度來面對負面的反應。要
他自己願意，不要勉強他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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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沒有任何原因，使你現在不能接受神的
救恩？ Do you know any reason you would 
not be willing to receive God’s free gift?  

• 在這裡要用反面的問法才有效。 

3. 你願不願意現在就向神認罪悔改，接受耶
穌基督為救主？Are you willing to turn from 
your sin and to place your faith in Christ 
now?  

• 這裡必須用正面的問法。 

10/30/11 Warren Wang 



如何領人作決志禱告 

• 首先，對他說： 

–聖經告訴我們：“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羅 
10:13）”。這表示你必須向神祈禱才能得救。 

• 然後，你對他說： 

–我們可以這樣做：我先禱告，然後你跟著禱告。
根據我們剛才所說的，用你自己話向神禱告。
還記得要得到永生，你必須做哪三件事嗎（悔
改，承認，接受）？你可以這樣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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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悔改）神啊，我是一個罪人。我做錯事，
得罪你了。我錯了，我願意悔改。 

2. （承認）我願意認你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的
救主。我相信他死在十字架上，為了我的罪
而付出代價。 

3. （接受）我現在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
主，得到你所賜的永生。感謝你拯救了我，
奉耶穌的名，阿們。 

–對他說：如果這些太長了，不好記，也可以我
說一句，你跟著說一句，只要你是誠心的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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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作業 

• 完成 “本週與主同行”的一切項目 

–本週之內至少做一次家庭崇拜。可參考183-186
頁 “如何開始家庭崇拜”。 

–向一個未信主的人傳福音。 

–用 “如何預備信息” (190-193頁) 來準備一份信息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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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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重新作 “門徒生活評估表” 有何結果？
比起第一冊時有何進步？有何尚需改進之處？ 

4. 分享 你如何使用上週領到的 $5？分享你在 
“作神金錢的管家”這件事上，作得如何？ 

5. 彼此解說 耶穌培育門徒的五項原則。 

6. 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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