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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第 29 課 
 
 

1 
禱告 
 

 

組長。禱告並將你的小組和這個有關建立基督教會的課程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路十五：1 – 十八：17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路十五：1 至十八：17）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基督徒的婚姻］ 

(5) 箴三：3-4 
 
兩人一組複習。 
(5) 保持忠誠。箴三：3-4。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版上。 這樣，你必在神和世

人眼前蒙恩寵，有聰明。 
 

4 
講授 （85 分鐘）                                          ［建立教會的事工］ 

透過個人栽培來訓練初信者 
 
引言。這一課講授透過個人栽培來訓練初信者。我們將會教導年長的基督徒幫助年輕的基督徒成長的一個方

法。 
 

A. 個人栽培的重要性 
 

1. 何謂個人栽培？  
 

在本研習，“個人栽培”的定義是由一位年長和較成熟的基督徒（指導者或導師）給予一位年輕基督徒的幫

助。年長的基督徒幫助年輕的基督徒在靈性上成長，並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他得到的幫助是： 
• 適合他的需要和個性的 
• 透過運用聖經的 
• 透過個人關係，基督徒之間的愛和關懷。 

 

2. 聖經中個人栽培的例子。 
 

引言。雖然這是基督個人傳道的例子，但耶穌基督激勵他的門徒效法祂的榜樣。這些例子旨在激發我們思考個

人栽培的某些範疇。 
 

 (1) 給予個人栽培，藉此幫助人相信耶穌基督。  
閱讀路十九：1-10。 
探索和討論。耶穌遇見撒該時做了什麼？ 
筆記。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撒該是個失喪的人。然而，耶穌來尋找他！撒該是稅吏

長。他是個財主，因為他訛詐人，要求人們繳納過高的稅款。耶穌進了城，撒該也想要見祂。我們不知道原因

何在。也許他對自己的訛詐行為而良心不安。然而，耶穌知道真正的原因，並主動到撒該的家裏見他。 
 

在兩人談話的時候，撒該向耶穌認罪，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耶穌就幫助他接受救恩，並且對他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個人栽

培的一個重要範疇，是幫助人們明白福音，並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2) 給予個人栽培，藉此幫助人從耶穌身上學習更多。 
閱讀路十：38-42；徒八：16；林後四：16-18。 
探索和討論。你認為人們需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筆記。人們真正需要的“一件事”，是在耶穌腳前坐着向祂學習。我們不知道馬利亞的個人需要是什麼，也不

知道耶穌教導她什麼。但我們知道耶穌很重視這件事。祂說馬利亞選擇的個人栽培，比她在家裏的日常工作更

重要。這是更重要的，因為基督徒不是顧念所見的（暫時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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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年長的基督徒可以邀請年輕的基督徒定期聚會（例如每兩周一次），“在耶穌腳前坐着”，一起學習耶

穌的教訓。耶穌的教訓記載在四福音中：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個人栽培的一個重要範

疇，是一起學習和討論耶穌基督的教訓。 
 
 (3) 提供個人栽培，藉此幫助一個人恢復破碎的關係。 
閱讀約十三：37；二十一：15-19。 
探索和討論。耶穌在加利利海遇見彼得時做了什麼？ 
筆記。耶穌基督主動與彼得見面，並且修復他們之間的破裂關係。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彼得曾誇口說即使

耶穌被逼迫和殺害，他也跟隨耶穌。他曾說：“我願意為你捨命。”可是，當耶穌被拿的時候，彼得與其他門

徒都逃跑了。當耶穌受審的時候，彼得三次不認耶穌，也不承認是耶穌的門徒。彼得這舉動使他與耶穌基督隔

絕了。 
 

耶穌從死裏復活之後親自對彼得說：“彼得，你愛我嗎？”耶穌三次向彼得提出同樣的問題，並且三次都給彼

得同樣的任務：“餵養我的羊。”耶穌知道彼得最大的需要是什麼。彼得在主耶穌受死前三次不認祂。彼得需

要赦免，並修復他與耶穌的關係。耶穌在彼得的個人需要上主動給予幫助。耶穌赦免了彼得，使他復活，讓他

再次作自己的門徒和使徒。個人栽培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在非常私人的事情上幫助一個人。個人栽培的另一個

重要範疇，是在個人的事給予幫助。 
 

3. 個人栽培的實際範疇。 
 

 (1) 在個人栽培中傳揚、勸誡和教導。 
閱讀西一：28-29。 
探索和討論。保羅的個人栽培包括什麼？ 
筆記。保羅說：“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

前。我也為此勞苦，照着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這是保羅定意向各人做的事。保羅給予的實際幫

助包括以下幾方面。 
 

保羅向各人傳揚耶穌基督。他公開傳揚（希臘文：kataggelomai）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和唯一的主！當一個

年長的基督徒幫助一個年輕的基督徒成長的時候，他應當只傳揚基督，不傳別的，並且唯有基督是救恩和成長

的源頭，是救恩和成長的中保，是救恩和成長的目標（參看羅十一：36）。當然，兩位信徒可以討論任何對年

輕信徒來說重要的話題，例如哲學家對人類思想的影響。然而，拯救人、使人成長並效法基督的，並不是哲

學，而是關乎耶穌基督的福音（林前一：20-25）。 
 

保羅勸誡各人。“勸誡”（希臘文：noutheteó）的字面意思是透過教導、訓斥（責備）、警告、勸告（激勵）

和鼓勵，將一些話銘刻在一個人的腦海中。保羅親自舉例說明他如何勸誡人。 
• 在林後五：20，他勸人與神和好。 
• 在徒二十：31，他說晝夜不住地流淚勸誡以弗所每一位基督徒領袖。 
• 帖前二：7,11-12 巧妙地總結了保羅的個人栽培：“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你

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要叫你們行事對得

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他榮耀的神。” 
 

保羅教導各人。“教導”（希臘文：didaskó）的意思是以有系統和實際的方式向人解釋聖經真理。  
以下兩者沒有重大的分別： 
• 他的教導、他的教義、基督徒必須相信什麼 
• 以及他的勸誡、道德標準、基督徒必須如何行事 

保羅的教導是為了勸戒人，他的勸戒扎根於他的教導。因此，保羅總是傳揚基督為： 
• 赦罪的救主 
• 要順服的主 
• 要效法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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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唯有接受基督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才能以基督為榜樣。當非基督徒只是敬佩耶穌基督，卻不接受

祂為救主和生命的主，他們就無法從罪的奴役中被拯救出來，也無法接受聖靈並得着能力效法耶穌基督。 
 

 (2) 教導與勸戒的聯繫。 
保羅總是將他的勸誡與他論到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教導聯繫起來。 
探索和討論。保羅在這些經文中有什麼勸誡和教導？ 
• 閱讀羅十五：2-3。保羅教導說：“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悅”。 
因此，他勸誡人說：“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 

• 閱讀弗五：2。保羅教導說：“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 
因此，他勸誡人說：“要憑愛心行事（在愛中行）”。 

• 閱讀西三：13。保羅教導說：“主饒恕了你們。” 
因此，他勸誡人說：“要彼此饒恕”。 

保羅是用“諸般的智慧”傳揚基督、教導和勸誡人。“智慧”是指運用最好的方法去達到最高的目標。這意味

着在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方式、向適當的人、並在適當的環境中應用真理。 
 

 (3) 彼此的責任。  
探索和討論。每個基督徒都能夠並應當給予的個人栽培有什麼實際範疇？ 
閱讀加六：2；帖前五：11；來十：25。 
筆記。我們在新約中多次讀到有關基督徒“彼此的責任”。舉例說， 
• 重擔要互相擔當 
• 要彼此勸慰 
• 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這些彼此的責任都是成熟的基督徒給年輕的基督徒個人栽培時要積極應用的。 
 

4. 個人栽培的目的。 
 

探索和討論。所有個人栽培都有什麼目的？ 
閱讀西一：28-29；林前一：8-9；三：5-7；腓一：6。 
筆記。個人栽培的目的是幫助年輕的基督徒成長，達至靈命成熟，並在基督的教會裏發揮功用。目的是傳揚基

督，用諸般的智慧教導和勸誡各人，把每個基督徒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希臘文：teleios）引到神面前。

“teleios”這個字可以就時間而言意指 “結束”，也可以就程度而言意指“完全”。 
 

 (1) 就時間而言，“teleios”這個字的意思是“到底”。 
在林前一：8，保羅說：“神必堅固你們到底。”神在一個基督徒生命中的工作必一直持續到底，也就是說，

直到基督第二次降臨！神是信實的，必信實地成就祂的應許。 
 

 (2) 就程度而言，“teleios”這個字的意思是“無可指責、完全、成熟和完美”。 
神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使他變得成熟、完全和無可指責。個人栽培需要擺上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努力。然而，

神應許祂必親自成就這事。這對基督徒來說是極大的確據！雖然有時基督徒似乎總沒有成長、邁向成熟，並成

為無可指責的人，但神仍然應許在基督第二次降臨的時候，每個基督徒都是完全成熟的、完全無可指責的！ 
 

基督徒同工跟神有同樣的目標。在林前三：6，保羅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長。”神

使用成熟的基督徒同工來幫助初信者成長，但叫人成長和掌管成長的總是神自己。在林前三章這幅圖畫中，保

羅傳福音給哥林多人，亞波羅使他們作門徒。然而，唯有神使他們的工作變為現實：神使他們重生，並且使他

們成為成熟和工作的基督徒。神在他們心裏動了善工，也必成全這工，直到基督再來的日子（腓一：6）。那

時，他們就必完完全全！ 
 

B. 個人栽培的內容 
引言。當你栽培另一位基督徒時，可以遵循以下五個實際的步驟。 
 

步驟 1。為年輕的基督徒禱告。 
 

探索和討論。當你栽培一位年輕的基督徒時，可以如何在他面前為他禱告？ 
• 閱讀約六：44。感謝神吸引他到基督那裏，並且拯救他。 
• 閱讀西一：2-14。感謝神在他基督徒生命的成長上所取得的進展。感謝神賜他信心、愛心和盼望。感謝神

安排其他基督徒同工向他傳福音和幫助他成長。你可以使用在西一：9-12 中保羅為歌羅西人禱告的禱文，

為他的成長、他的生命、他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在教會裏的事奉禱告。在這禱告中，保羅為他們的智慧、

行為、成長和事奉禱告。 
• 閱讀路二十二：31-32。你可以像耶穌那樣為他的個人需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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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太六：9-10。求神讓他從聖經中學習神的旨意，讓基督藉着聖靈掌管他的生命，並且藉着他的生

命榮耀神。問問自己：“我可以怎樣為他禱告使他得着鼓勵呢？” 
 

步驟 2。彼此分享進展。 
 

探索和討論。當你栽培一位年輕的基督徒時，可以與他分享什麼？ 
筆記。彼此分享你們在成長中的進展和生命中的掙扎。要彼此鼓勵。年長的基督徒也應當分享他的進展，這樣

年輕的基督徒就可以效法他的榜樣了。 
• 閱讀提前四：15。彼此分享你們為了成長而做的事情。舉例說，分享你上周讀經或靈修時學到什麼。你們

要彼此溫習背誦了的經文。談談你們的家庭、婚姻和工作的情況。彼此討論你們在教會或神國裏的事奉。 
• 閱讀羅一：12。經文教導我們：“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彼此分享你們的信仰來彼此勉

勵。舉例說，分享聖經中的一個應許。討論神做了什麼來激發你的信心。彼此分享你們的異象和未來的計

劃，以及你如何靠着神來面對未來。問問自己：“我可以如何激發他的進展和信心？” 
 

步驟 3。 教導神的話語。  
 

探索和討論。當你栽培一位年輕的基督徒時，可以教導他什麼？ 
• 筆記。教導他認識聖經，並且教導他使用聖經（神的話語）。在大使命中，耶穌說：“使萬民做我的門

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 閱讀腓四：9。一起就特定的主題來研經。利用門徒訓練課程的任何部分（例如 www.dota.net 或

www.deltacourse.org）來教導和訓練他。你們要彼此鼓勵，使聖經中的真理成為你們的個人信念，並且應用

在自己的生命中，這是很重要的！ 
• 閱讀林後十三：10。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謹記，你應當在年輕基督徒的長處而非弱點上加以建立。舉例說，

如果研經是他的強項，而背經是弱項的話，那就集中精力訓練他好好研經，當他在背經方面取得任何進展

時要稱讚他。不要挑剔他的弱點，因為他會變得缺乏安全感，害怕犯錯和失敗。要作一個鼓勵者！當你教

導年輕基督徒研經的時候，要問問自己，“他有什麼長處，以及我可以如何在這些長處上加以建立？我可

以如何成為一個鼓勵者呢？” 
 

步驟 4。討論他的個人問題。 
 

探索和討論。耶穌基督如何回答門徒的問題？ 
• 閱讀太十九：3-6。有時候，耶穌基督會引用從聖經而來的答案來回答他們的問題。祂提醒人們神所說的

話，然後根據神的話來回答。 
• 閱讀路十：25-26。另一些時候，耶穌基督會以另一個問題來回答他們的問題。祂問他們聖經怎樣論到他們

所提出的問題。如果他們說出正確的答案，便讚揚他們，並鼓勵他們實踐出來。 
 

如果你栽培一位年輕的基督徒，要給他機會提出任何問題。仔細聆聽他的問題，就他的問題提問，然後聽他說

完為止。 
 

如果你給他輔導的話，就要做以下幾件事情： 
• 最好不要給他提出你的答案或意見，因為你的答案和意見只是你的信念和你對真理的應用，並不是他的。 
• 最好讓他自己從聖經中尋找問題的答案，然後讓他就這真理作出個人應用。你可以建議一些經文，但要讓

他自己去讀經，並尋找問題的答案。當一個基督徒親自發掘真理，並作出個人應用時，他就建立自己的個

人信念了。他不會很快就忘記所學到的。問問自己：“哪些經文最能幫助他找出神給他的答案？” 
 

步驟 5。一起禱告。  
 

教導。最後，要一起禱告。邀請年輕的基督徒先禱告，並對神在那天教導他的一切事情作出回應。他會為着在

栽培過程中對他真正有意義的事情禱告。他的禱告有助你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讓你可以繼續為他禱告，

並且給他作個人栽培。 
 

你作為年長的基督徒也應當禱告，並對神在那天教導你的事情作出回應。日後，當年輕的基督徒漸漸成長了，

你們可以開始為其他人禱告，例如你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使他們也可以認識真理，並且得蒙拯救。 
 



 
© 2016 “空中門訓”門徒訓練手冊 7              第 29 課：透過個人栽培來訓練初信者  5 

C. 個人栽培的實際建議 
 

1. 你應當給誰作個人栽培？ 
 

探索和討論。誰應當接受個人栽培？ 
筆記。由於每位基督徒同工都有所限制，不可能定期給他所關顧的每一個人提供個人栽培或個人時間。因此，

年長和較成熟的基督徒應當給予個人栽培，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的人。 
 

 (1) 在個人困難和問題中掙扎的人。 
閱讀帖前五：14。經文教導我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

耐。”你應當栽培那些在個人困難中掙扎，或那些面對個人問題並想跟你討論的人。 
 

 (2) 沒有參與聚會或落後了的人。 
閱讀來十：25。經文教導我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年長和較成熟的基督徒應當栽培那些停止聚會的人、落後了的人，以及那些需要幫助去進

行某個研經或課程的人。 
 

 (3) 忠心、受教和渴望接受訓練的人。 
閱讀提後二：1-7。保羅勸勉提摩太： 
• 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 要把自己從保羅身上所學到的教導其他熱心的基督徒 
• 要作基督的精兵忍受苦難 
• 只叫他的統領耶穌基督喜悅 
• 要按規矩在場上比武 
• 要像勞力的農夫收神的莊稼。 

年長和較成熟的基督徒應當給那些忠心、受教和渴望接受更多指導和訓練的人作個人栽培。 
 

2. 你應當在何時作個人栽培？ 
  

教導。應當在何時作個人栽培？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自己的成熟程度、能力、是否有時間和願意教導和訓練

其他人，以及神給你的呼召。 
 

但這也取決於你投入那位年輕基督徒的生命的程度。舉例說，如果你是唯一與他會面的基督徒，那麼你應當儘

量每周至少一次與他會面，花一個半至兩小時的時間一起完成上述的五個步驟。 
 

可是，如果那位年輕基督徒已經在你的教會、家庭團契或門徒訓練小組中聚會，那麼你可以在他或你認為有需

要的時候會面。 
 

3. 你應當如何給予個人栽培？ 
 

閱讀太二十：25-28；路二十二：24-27；來十：24-25。 
探索和討論。如何給予個人栽培？ 
筆記。耶穌教導年長和較成熟的基督徒不可轄管年輕基督徒，因為這是非基督徒採取的方式。祂不許基督徒同

工命令任何基督徒。基督徒同工也不可強迫人做某些事情，而是要教導、勸誡（警告）和鼓勵。“要彼此相

顧，（在關係中）激發愛心，（在事奉中）勉勵行善。”個人栽培應當在鼓勵和彼此建立的氛圍下進行！ 
 
 

5 
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並建立基督的教會。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透過個人栽培來訓練初信者”。鼓勵年長和較成熟的基督徒栽培

初信者和年輕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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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路十八：18 至二十一：38 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複習系列（G）“基督徒的婚姻”的經文：(1) 離開與聯合。創二：24，(2) 愛與領導。弗五：

23,25， (3) 愛與順服。多二：4-5，(4) 解決衝突。太五：23-24，(5) 保持忠誠。箴三：3-4。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約十三。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建立基督的教會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