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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工頭  and  忠心的人 

• 總工頭 Master Builder  

– 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God which was given to 
me, like a wise master builder I laid a foundation, 
and another is building on it. But each man must 
be careful how he builds on it.  (1 Cor. 3:10)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
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
慎怎樣在上面建造。(林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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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心的人 Faithful Men 

– The things which you have heard from me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witnesses, entrust these to 
faithful men who will be able to teach others 
also. (2 Tim. 2: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
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faithful men)。 (提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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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BUILDER 聰明的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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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栽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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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你一位忠心的人（不一定
是初信者），接受你栽培成為門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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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為 Disciple Makers 的另一種方法: 

–鼓勵一個人於2012去上Masterlife，在整個過程
中（七個月）鼓勵他、幫助他。 

–作他的代禱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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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者差派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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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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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月4日, 上午10:4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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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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就是一個跟從耶穌的人，以耶穌基督為自己
生命之主。A disciple is a person who follows Jesus, 
who makes Christ the Lord of his or h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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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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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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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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的頭盔 

公義的 
護心鏡 

神所賜的 
全副軍裝 

CBCWLA 基督精兵 

11/6/11 Warren Wang 

福音的鞋子 

真理的腰帶 

外面的戰爭 



基督 
門徒的 
品格 

神 
的 
話 

禱 
告 

門徒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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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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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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a Disciple 

1. 一個真實的信主經歷。A true conversion 
experience. 

2. 對聖經有相當深度的瞭解。An ext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3. 是一個專注而有紀律的敬拜者。A focused and 
disciplined worshipper.  

4. 喜愛祈禱。Likes to pray. 
5. 曾經有領人信主的經歷，並隨時找機會與人分享

耶穌。Has led people to Christ and always look for 
opportunity to share Jesus.  

6. 是一個十一奉獻者。A t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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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經決志要一生跟從耶穌。Has made a 
lifetime commitment  to follow Jesus. 

8. 已經有了國度的價值觀。不世俗。Has 
already adopted Kingdom value. Not worldly. 

9. 喜愛與基督徒一起分享和團契。Enjoy sharing 
and fellowshipping with other Christians. 

10. 經得起困難與試煉的考驗。Perseverance 
through trials and hardship.  

11. 總是在服事，也喜歡服事。Always serve. 
Happy to serve. 

12. 愛別人。願意為別人而作犧牲。Love people. 
Willing to make sacrifice for othe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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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門徒的原則 
Principles for multiplying disciples 

1. 作耶穌基督的好榜樣。Be a good model of 
Jesus Christ. 

2. 將真理託付給可信的門徒。Entrust truths 
to reliable disciples. 

3. 即使面臨困苦的時候與環境，仍然忠心事
奉主基督。Minister for Christ even in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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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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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作業 

• 完成 “本週與主同行”的一切項目 

–完成屬靈的恩賜測驗。 

–向一個未信主的人傳福音。 

–複習重點：門徒的十字架，門徒的品格，屬靈
的軍裝，主的建造者Master Builder，福音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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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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命的唯一命令是甚麼？根據耶
穌所說的，要怎麼做才能達成大使命。 

3. 分享 在使我們教會成為大使命的教會這
件事上，你扮演了甚麼角色？ 

4. 分享 你是怎麼藉著教主日學，帶領團契，
服事…而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門徒？ 

5. 分享 你做家庭崇拜的經驗。 

6. 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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