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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29 课 
 
 

1 
祷告 
 

 

组长。祷告并将你的小组和这个有关建立基督教会的课程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路十五：1 – 十八：17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路十五：1 至十八：17）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基督徒的婚姻］ 

(5) 箴三：3-4 
 
两人一组复习。 
(5) 保持忠诚。箴三：3-4。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

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 
 

4 
讲授 （85 分钟）                                          ［建立教会的事工］ 

透过个人栽培来训练初信者 
 
引言。这一课讲授透过个人栽培来训练初信者。我们将会教导年长的基督徒帮助年轻的基督徒成长的一个方

法。 
 

A. 个人栽培的重要性 
 

1. 何谓个人栽培？  
 

在本研习，“个人栽培”的定义是由一位年长和较成熟的基督徒（指导者或导师）给予一位年轻基督徒的帮

助。年长的基督徒帮助年轻的基督徒在灵性上成长，并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得到的帮助是： 
• 适合他的需要和个性的 
• 透过运用圣经的 
• 透过个人关系，基督徒之间的爱和关怀。 

 

2. 圣经中个人栽培的例子。 
 

引言。虽然这是基督个人传道的例子，但耶稣基督激励他的门徒效法祂的榜样。这些例子旨在激发我们思考个

人栽培的某些范畴。 
 

 (1) 给予个人栽培，藉此帮助人相信耶稣基督。  
阅读路十九：1-10。 
探索和讨论。耶稣遇见撒该时做了什么？ 
笔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撒该是个失丧的人。然而，耶稣来寻找他！撒该是税吏

长。他是个财主，因为他讹诈人，要求人们缴纳过高的税款。耶稣进了城，撒该也想要见祂。我们不知道原因

何在。也许他对自己的讹诈行为而良心不安。然而，耶稣知道真正的原因，并主动到撒该的家里见他。 
 

在两人谈话的时候，撒该向耶稣认罪，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耶稣就帮助他接受救恩，并且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个人栽

培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帮助人们明白福音，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2) 给予个人栽培，藉此帮助人从耶稣身上学习更多。 
阅读路十：38-42；徒八：16；林后四：16-18。 
探索和讨论。你认为人们需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笔记。人们真正需要的“一件事”，是在耶稣脚前坐着向祂学习。我们不知道马利亚的个人需要是什么，也不

知道耶稣教导她什么。但我们知道耶稣很重视这件事。祂说马利亚选择的个人栽培，比她在家里的日常工作更

重要。这是更重要的，因为基督徒不是顾念所见的（暂时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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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年长的基督徒可以邀请年轻的基督徒定期聚会（例如每两周一次），“在耶稣脚前坐着”，一起学习耶

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记载在四福音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个人栽培的一个重要范

畴，是一起学习和讨论耶稣基督的教训。 
 
 (3) 提供个人栽培，藉此帮助一个人恢复破碎的关系。 
阅读约十三：37；二十一：15-19。 
探索和讨论。耶稣在加利利海遇见彼得时做了什么？ 
笔记。耶稣基督主动与彼得见面，并且修复他们之间的破裂关系。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彼得曾夸口说即使

耶稣被逼迫和杀害，他也跟随耶稣。他曾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可是，当耶稣被拿的时候，彼得与其他门

徒都逃跑了。当耶稣受审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也不承认是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举动使他与耶稣基督隔

绝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亲自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耶稣三次向彼得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三次都给彼

得同样的任务：“喂养我的羊。”耶稣知道彼得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彼得在主耶稣受死前三次不认祂。彼得需

要赦免，并修复他与耶稣的关系。耶稣在彼得的个人需要上主动给予帮助。耶稣赦免了彼得，使他复活，让他

再次作自己的门徒和使徒。个人栽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非常私人的事情上帮助一个人。个人栽培的另一个

重要范畴，是在个人的事给予帮助。 
 

3. 个人栽培的实际范畴。 
 

 (1) 在个人栽培中传扬、劝诫和教导。 
阅读西一：28-29。 
探索和讨论。保罗的个人栽培包括什么？ 
笔记。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

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是保罗定意向各人做的事。保罗给予的实际帮

助包括以下几方面。 
 

保罗向各人传扬耶稣基督。他公开传扬（希腊文：kataggelomai）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和唯一的主！当一个

年长的基督徒帮助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成长的时候，他应当只传扬基督，不传别的，并且唯有基督是救恩和成长

的源头，是救恩和成长的中保，是救恩和成长的目标（参看罗十一：36）。当然，两位信徒可以讨论任何对年

轻信徒来说重要的话题，例如哲学家对人类思想的影响。然而，拯救人、使人成长并效法基督的，并不是哲

学，而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林前一：20-25）。 
 

保罗劝诫各人。“劝诫”（希腊文：noutheteó）的字面意思是透过教导、训斥（责备）、警告、劝告（激励）

和鼓励，将一些话铭刻在一个人的脑海中。保罗亲自举例说明他如何劝诫人。 
• 在林后五：20，他劝人与神和好。 
• 在徒二十：31，他说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以弗所每一位基督徒领袖。 
• 帖前二：7,11-12 巧妙地总结了保罗的个人栽培：“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你

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

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保罗教导各人。“教导”（希腊文：didaskó）的意思是以有系统和实际的方式向人解释圣经真理。  
以下两者没有重大的分别： 
• 他的教导、他的教义、基督徒必须相信什么 
• 以及他的劝诫、道德标准、基督徒必须如何行事 

保罗的教导是为了劝戒人，他的劝戒扎根于他的教导。因此，保罗总是传扬基督为： 
• 赦罪的救主 
• 要顺服的主 
• 要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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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唯有接受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才能以基督为榜样。当非基督徒只是敬佩耶稣基督，却不接受

祂为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们就无法从罪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也无法接受圣灵并得着能力效法耶稣基督。 
 

 (2) 教导与劝戒的联系。 
保罗总是将他的劝诫与他论到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教导联系起来。 
探索和讨论。保罗在这些经文中有什么劝诫和教导？ 
• 阅读罗十五：2-3。保罗教导说：“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 
因此，他劝诫人说：“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 

• 阅读弗五：2。保罗教导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因此，他劝诫人说：“要凭爱心行事（在爱中行）”。 

• 阅读西三：13。保罗教导说：“主饶恕了你们。” 
因此，他劝诫人说：“要彼此饶恕”。 

保罗是用“诸般的智慧”传扬基督、教导和劝诫人。“智慧”是指运用最好的方法去达到最高的目标。这意味

着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向适当的人、并在适当的环境中应用真理。 
 

 (3) 彼此的责任。  
探索和讨论。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并应当给予的个人栽培有什么实际范畴？ 
阅读加六：2；帖前五：11；来十：25。 
笔记。我们在新约中多次读到有关基督徒“彼此的责任”。举例说， 
• 重担要互相担当 
• 要彼此劝慰 
• 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这些彼此的责任都是成熟的基督徒给年轻的基督徒个人栽培时要积极应用的。 
 

4. 个人栽培的目的。 
 

探索和讨论。所有个人栽培都有什么目的？ 
阅读西一：28-29；林前一：8-9；三：5-7；腓一：6。 
笔记。个人栽培的目的是帮助年轻的基督徒成长，达至灵命成熟，并在基督的教会里发挥功用。目的是传扬基

督，用诸般的智慧教导和劝诫各人，把每个基督徒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希腊文：teleios）引到神面前。

“teleios”这个字可以就时间而言意指 “结束”，也可以就程度而言意指“完全”。 
 

 (1) 就时间而言，“teleios”这个字的意思是“到底”。 
在林前一：8，保罗说：“神必坚固你们到底。”神在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工作必一直持续到底，也就是说，

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神是信实的，必信实地成就祂的应许。 
 

 (2) 就程度而言，“teleios”这个字的意思是“无可指责、完全、成熟和完美”。 
神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使他变得成熟、完全和无可指责。个人栽培需要摆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努力。然而，

神应许祂必亲自成就这事。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极大的确据！虽然有时基督徒似乎总没有成长、迈向成熟，并成

为无可指责的人，但神仍然应许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每个基督徒都是完全成熟的、完全无可指责的！ 
 

基督徒同工跟神有同样的目标。在林前三：6，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神

使用成熟的基督徒同工来帮助初信者成长，但叫人成长和掌管成长的总是神自己。在林前三章这幅图画中，保

罗传福音给哥林多人，亚波罗使他们作门徒。然而，唯有神使他们的工作变为现实：神使他们重生，并且使他

们成为成熟和工作的基督徒。神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工，也必成全这工，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腓一：6）。那

时，他们就必完完全全！ 
 

B. 个人栽培的内容 
引言。当你栽培另一位基督徒时，可以遵循以下五个实际的步骤。 
 

步骤 1。为年轻的基督徒祷告。 
 

探索和讨论。当你栽培一位年轻的基督徒时，可以如何在他面前为他祷告？ 
• 阅读约六：44。感谢神吸引他到基督那里，并且拯救他。 
• 阅读西一：2-14。感谢神在他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上所取得的进展。感谢神赐他信心、爱心和盼望。感谢神

安排其他基督徒同工向他传福音和帮助他成长。你可以使用在西一：9-12 中保罗为歌罗西人祷告的祷文，

为他的成长、他的生命、他的人际关系，以及他在教会里的事奉祷告。在这祷告中，保罗为他们的智慧、

行为、成长和事奉祷告。 
• 阅读路二十二：31-32。你可以像耶稣那样为他的个人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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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太六：9-10。求神让他从圣经中学习神的旨意，让基督藉着圣灵掌管他的生命，并且藉着他的生

命荣耀神。问问自己：“我可以怎样为他祷告使他得着鼓励呢？” 
 

步骤 2。彼此分享进展。 
 

探索和讨论。当你栽培一位年轻的基督徒时，可以与他分享什么？ 
笔记。彼此分享你们在成长中的进展和生命中的挣扎。要彼此鼓励。年长的基督徒也应当分享他的进展，这样

年轻的基督徒就可以效法他的榜样了。 
• 阅读提前四：15。彼此分享你们为了成长而做的事情。举例说，分享你上周读经或灵修时学到什么。你们

要彼此温习背诵了的经文。谈谈你们的家庭、婚姻和工作的情况。彼此讨论你们在教会或神国里的事奉。 
• 阅读罗一：12。经文教导我们：“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彼此分享你们的信仰来彼此勉

励。举例说，分享圣经中的一个应许。讨论神做了什么来激发你的信心。彼此分享你们的异象和未来的计

划，以及你如何靠着神来面对未来。问问自己：“我可以如何激发他的进展和信心？” 
 

步骤 3。 教导神的话语。  
 

探索和讨论。当你栽培一位年轻的基督徒时，可以教导他什么？ 
• 笔记。教导他认识圣经，并且教导他使用圣经（神的话语）。在大使命中，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

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 阅读腓四：9。一起就特定的主题来研经。利用门徒训练课程的任何部分（例如 www.dota.net 或

www.deltacourse.org）来教导和训练他。你们要彼此鼓励，使圣经中的真理成为你们的个人信念，并且应用

在自己的生命中，这是很重要的！ 
• 阅读林后十三：10。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谨记，你应当在年轻基督徒的长处而非弱点上加以建立。举例说，

如果研经是他的强项，而背经是弱项的话，那就集中精力训练他好好研经，当他在背经方面取得任何进展

时要称赞他。不要挑剔他的弱点，因为他会变得缺乏安全感，害怕犯错和失败。要作一个鼓励者！当你教

导年轻基督徒研经的时候，要问问自己，“他有什么长处，以及我可以如何在这些长处上加以建立？我可

以如何成为一个鼓励者呢？” 
 

步骤 4。讨论他的个人问题。 
 

探索和讨论。耶稣基督如何回答门徒的问题？ 
• 阅读太十九：3-6。有时候，耶稣基督会引用从圣经而来的答案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祂提醒人们神所说的

话，然后根据神的话来回答。 
• 阅读路十：25-26。另一些时候，耶稣基督会以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祂问他们圣经怎样论到他们

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他们说出正确的答案，便赞扬他们，并鼓励他们实践出来。 
 

如果你栽培一位年轻的基督徒，要给他机会提出任何问题。仔细聆听他的问题，就他的问题提问，然后听他说

完为止。 
 

如果你给他辅导的话，就要做以下几件事情： 
• 最好不要给他提出你的答案或意见，因为你的答案和意见只是你的信念和你对真理的应用，并不是他的。 
• 最好让他自己从圣经中寻找问题的答案，然后让他就这真理作出个人应用。你可以建议一些经文，但要让

他自己去读经，并寻找问题的答案。当一个基督徒亲自发掘真理，并作出个人应用时，他就建立自己的个

人信念了。他不会很快就忘记所学到的。问问自己：“哪些经文最能帮助他找出神给他的答案？” 
 

步骤 5。一起祷告。  
 

教导。最后，要一起祷告。邀请年轻的基督徒先祷告，并对神在那天教导他的一切事情作出回应。他会为着在

栽培过程中对他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祷告。他的祷告有助你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让你可以继续为他祷告，

并且给他作个人栽培。 
 

你作为年长的基督徒也应当祷告，并对神在那天教导你的事情作出回应。日后，当年轻的基督徒渐渐成长了，

你们可以开始为其他人祷告，例如你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使他们也可以认识真理，并且得蒙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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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个人栽培的实际建议 
 

1. 你应当给谁作个人栽培？ 
 

探索和讨论。谁应当接受个人栽培？ 
笔记。由于每位基督徒同工都有所限制，不可能定期给他所关顾的每一个人提供个人栽培或个人时间。因此，

年长和较成熟的基督徒应当给予个人栽培，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的人。 
 

 (1) 在个人困难和问题中挣扎的人。 
阅读帖前五：14。经文教导我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

耐。”你应当栽培那些在个人困难中挣扎，或那些面对个人问题并想跟你讨论的人。 
 

 (2) 没有参与聚会或落后了的人。 
阅读来十：25。经文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

近，就更当如此。”年长和较成熟的基督徒应当栽培那些停止聚会的人、落后了的人，以及那些需要帮助去进

行某个研经或课程的人。 
 

 (3) 忠心、受教和渴望接受训练的人。 
阅读提后二：1-7。保罗劝勉提摩太： 
• 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 要把自己从保罗身上所学到的教导其他热心的基督徒 
• 要作基督的精兵忍受苦难 
• 只叫他的统领耶稣基督喜悦 
• 要按规矩在场上比武 
• 要像劳力的农夫收神的庄稼。 

年长和较成熟的基督徒应当给那些忠心、受教和渴望接受更多指导和训练的人作个人栽培。 
 

2. 你应当在何时作个人栽培？ 
  

教导。应当在何时作个人栽培？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成熟程度、能力、是否有时间和愿意教导和训练

其他人，以及神给你的呼召。 
 

但这也取决于你投入那位年轻基督徒的生命的程度。举例说，如果你是唯一与他会面的基督徒，那么你应当尽

量每周至少一次与他会面，花一个半至两小时的时间一起完成上述的五个步骤。 
 

可是，如果那位年轻基督徒已经在你的教会、家庭团契或门徒训练小组中聚会，那么你可以在他或你认为有需

要的时候会面。 
 

3. 你应当如何给予个人栽培？ 
 

阅读太二十：25-28；路二十二：24-27；来十：24-25。 
探索和讨论。如何给予个人栽培？ 
笔记。耶稣教导年长和较成熟的基督徒不可辖管年轻基督徒，因为这是非基督徒采取的方式。祂不许基督徒同

工命令任何基督徒。基督徒同工也不可强迫人做某些事情，而是要教导、劝诫（警告）和鼓励。“要彼此相

顾，（在关系中）激发爱心，（在事奉中）勉励行善。”个人栽培应当在鼓励和彼此建立的氛围下进行！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并建立基督的教会。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透过个人栽培来训练初信者”。鼓励年长和较成熟的基督徒栽培

初信者和年轻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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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路十八：18 至二十一：38 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复习系列（G）“基督徒的婚姻”的经文：(1) 离开与联合。创二：24，(2) 爱与领导。弗五：

23,25， (3) 爱与顺服。多二：4-5，(4) 解决冲突。太五：23-24，(5) 保持忠诚。箴三：3-4。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约十三。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建立基督的教会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