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课

门徒训练。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把这一课有关门徒训练的教导交给主。

2

［灵修］

分享（20 分钟）

传五至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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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五、六、七和八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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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门徒训练］

背诵经文（20 分钟）

复习 D 系列
A. 复习背诵经文的方法

复习之前背诵的经文有以下部分：
1. 复习新背诵的经文。

复习是指每天重复一次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反复背诵是记忆和准确引用经文的最好方法。因此，连续五星期
每天至少一次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这样你会对每一节新的经文复习约三十五遍，之后便进入“反向复
习”阶段。
2. 复习之前背诵的经文。

“反向复习＂是指每三星期复习一遍所有之前背诵过的经文。反向复习是记忆你之前背诵过的所有经文的最好
方法。因此，每天从之前背诵过的一百节经文中选五节经文作反向复习。这样每三个星期你便反向复习了所有
之前背诵过的经文。
3. 随身携带金句卡。

每天将刚背诵的五节经文和之前背诵过的一百节经文中的五节放于记忆盒内及随身携带。利用一天中乘坐交通
工具和空余时间复习经文、默想和祷告。
4. 检查是否准确记忆。

彼此检查是否仍准确记得背诵过的经文。每次小组聚会时，分为每两个人一组，彼此检查是否记得刚背诵过的
经文。同时偶尔分为两个人一组，彼此检查是否记得之前背诵的其中一组五节经文。互相检查是否仍记得题目
或标题、经文章节，以及正确无误地背出整节经文。你可以给予提示，有时给予题目或标题，有时给予经文章
节，有时则给予经文的首几个字。
B. 二人一组复习有关“门徒训练”的经文
1.

主权。罗十二：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
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2. 舍己。路九：23。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3. 服事。可十：45。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4. 施予。林后九：6-7。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
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5. 使人作门徒。太二十八： 18-20。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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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经（70 分钟）

﹝活在世上﹞
(6) 在世上薪火相传
徒二十：17-38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徒二十：17-38。在世上将教会的领导薪火相传。
步骤 1. 阅读。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徒二十：17-38。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神的话语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以下是组员分享他们的探索结果的一些例子。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不一定是以
下的分享）

探索 1. 总有一天要把领导传承下去。
总有一天，必须拣选并任命新的基督徒领袖去取替那些担任其他新职务的领袖。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创立教会
（徒十九），并在那里建立会众有两年之久（徒十九：10）。保罗认为自己也许会因犹太人的迫害而快要离世
（徒二十：3，19，22-23；二十一：10-13），而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以弗所（徒二十：25，38）。徒二十
就新的基督徒领袖的资格指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你寻找有可能成为新的基督徒领袖的人时，看看徒二
十中所说的特质。

探索 2. 旧的领袖应当给新的领袖树立榜样。
新的领袖不应该是随便地去拣选和任命的。他们应该是经过祷告之后才被拣选出来的，如有需要的话，必须接
受训练，最后才获任命。耶稣花了大约二至三年半的时间去拣选、训练和任命那将会在地上继续祂的工作的领
袖。但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真理是，旧的领袖应该以自己的榜样、敬虔的品格和熟练的领导能力去训练新的领袖
（参看大卫作为领袖的榜样， 诗七十八：72）。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徒二十：17-38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二十：17
问题 1. 长老应该具备什么资格？

笔记。圣灵任命某些人作教会的长老。
资格如下：
• 候选人必须重生。重生总是圣灵的工作 （约三：3-8）。
• 候选人不可以是年轻的初信者，但必须是基督的门徒，即成熟、作工和坚定不移的基督徒（提前三：
6）。
• 那些积极参与教会，并显明神在他们身上作工的人，是成为长老的最佳人选 （路十六：10；林后十：
18；徒六：3， 5）。
• 那些提名有潜质候选人的会友也必须是重生的基督徒（徒 一：21-22；徒六：3）。
• 非基督徒不可参与拣选或任命长老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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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在其书信中清楚地指出教会长老的资格。拣选长老总不能以候选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权力或财富作为基
础，总是要以他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他为耶稣基督所作的事奉作为基础。
（1） 关于个人生活和行为的要求。
其中一些要求已列举出来：他必须无可指责，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不因酒滋事，不打人，而
是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不自高自大，并且在教外有好名声 （提前三：1-7）。他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
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而是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多一：59）。他必须在行为和信心上都作榜样 （来十三：7）。他必须甘心乐意去领导，而不是辖制所托付他们的
人，要作群羊的榜样，也要谦卑。简而言之，在欲望和性情方面，他必须有节制。在金钱方面，他必须是可信
赖的，而且不贪财。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必须谦卑，不辖制他人。在影响力方面，他必须给别人树立榜样（彼
前五：1-5）。
（2） 关于家庭生活的要求。
他不必一定已婚，却不可以是一个打情骂俏的人。如果他已婚，他必须作好榜样，忠于自己的妻子。如果他未
婚，他必须作好榜样，对所有妇女保持纯洁。如果他有儿女，他必须引导他们相信基督，顺服基督，也教导他
们孝敬父母。
（3） 关于他的属灵能力的要求。
至于成熟程度方面，他不可以是一个初信者或不成熟的信徒，但必须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门徒）。至于圣经
方面，他必须持守纯全的基督教教义，并且能够在事奉的各方面运用圣经。
二十：18-19
问题 2. 使徒保罗具备什么个人领导特质？

笔记。
（1） 基督徒领袖有关心失丧者的心肠，也有到别处寻找他们的异象。
保罗不仅是基督徒领袖或教会的牧者，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使用祂的十一个使徒和使徒保罗在地上
建立普世基督教会。使徒彼得是第一个在犹太人中间（徒二）、在撒玛利亚人 （半犹太人）中间（徒八），
以及在外邦人（非犹太人）中间（徒十）建立教会的人。注意耶稣在太十六：18 中对彼得所说的话。
然而，使徒保罗把教会扩展至西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和叙利亚（徒九：30；加一：21-23；徒十
三至十四）、居比路（徒十三）、马其顿（徒十六）、希腊（徒十七至十九）、以利哩古（阿尔巴尼亚）（罗
十五：19）、革哩底（多一）、意大利（罗十五：23；徒十九：21），甚至可能在西班牙（罗十五：24，28）
各地成立第一个教会。
（2） 基督徒领袖树立生活和服事的榜样。
基督徒领袖的行为和行动比他的教导和宣讲更为响亮。耶稣说他必须在黑暗中作光；在无味的社会中作盐，并
且在他所领导的人面前作仆人（太五：14-16；太二十：25-28）。
二十：20-27
问题 3. 使徒保罗有什么个人领导任务？

笔记。
（1） 基督徒领袖传扬神在圣经中整全的旨意和计划（徒二十：27）。
基督徒至少应该知道神整全的旨意。初信者不但要知道福音和圣经中某些特定部分，也要学习神在圣经中整全
的旨意。圣经的信息是一致的。
• 旧约。
基督徒领袖应当教导信徒以下各旧约主题：圣经的本质、创造、人犯罪堕落、神救赎信徒（脱离奴役）、圣经
中弥赛亚的家系、神的约、人的信心、赦免、律法和恩典、圣经中的历史书、神在神治国度中的统治、圣经中
的诗歌书、圣经中的先知书、圣经中的以色列，以及但以理书所述在世上的王国。
• 新约。
基督徒领袖应当教导信徒以下各新约主题：基督的生平、基督受死、基督复活、基督是主、神的国度、基督徒
群体或教会（普世教会和个别/地方教会）、基督徒成长、使人作门徒、训练同工、装备领袖、基督徒的男女
关系、属灵争战、圣灵的位格和职能、在教会的事务上运用属灵的恩赐，以及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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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的基督徒生活。
基督徒领袖教导信徒不但要知道和相信，也要实践。他们应当教导信徒如何实际地应用神的话语，并训练他们
基督徒的品格。
（2） 基督徒领袖宣讲凡与基督徒有益的事 （徒二十：20）。
基督徒至多应该知道凡与他们有益的事。信徒不应听那些荒渺无凭的家谱和预言，人的哲学、政治理论和计
划，对他人散播仇恨，假先知的虚假教导，或人们对属灵事情的个人观点。基督徒领袖和教师应当作好准备，
透彻地解释圣经，凡与人有益和造就人的事都教导他们（弗四：29）。
（3） 基督徒领导在众人面前和在各人家里教导人（徒二十：20）。
长老应当善于教导圣经（提前三：2）。有些基督徒领袖在教会里公开教导圣经（提前五：17），有些领袖则
在信徒家里给小组教导圣经（徒五：42；十七：1-4）。
（4） 基督徒领袖向所有人宣告应当回转相信神 （徒二十：21）。
基督徒领袖不只是向有兴趣的人讲课，也要向他们发出挑战，让他们对信息作出回应。他们邀请非信徒回转，
存着悔改的心归向独一的神。这意味着非信徒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失丧的，需要一位救主。他们邀请人相信主
耶稣基督，祂为世人的罪受死，又从死里复活，使人可以过更新的生活。
（5） 基督徒领袖准备遭受捆锁与患难（徒二十：22-23）。
对基督徒领袖来说，这本是艰难的呼召。但为基督和祂的国受苦，必有莫大的赏赐。主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
的主，必有公义的冠冕赐给他们（提后四：8），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同得荣耀。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是
指新天新地，唯有义人在那里活着！旧的乐园是一个美丽的园子，但人仍然可以犯罪，也确实犯了罪（创二：
15-17；三：6）！但新天新地远胜旧的乐园！它必覆盖整个更新了的世界（启二十一：1-2），只有在耶稣基督
里的信徒在那里活着（启二十一：8，27），人也不会再犯罪或死亡（启二十一：4-5； 参看约十一：2526）！
（6） 真正的基督徒领袖是一位成终者 （徒二十：24）。
真正的基督徒领袖永不放弃。他们坚定不移，直至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工作为止（约十七：4；约十九：30；
西四：17）。他们奔那摆在他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十二：1-2）。
二十：28-31
问题 4. 基督徒领袖有什么职责？

笔记。现代的基督徒领袖，如教宗、大主教、主教，甚至牧师（传道人、司铎、牧师），都是在新约正典确立
之后，由人类组织所任命的。他们的任命和所得的权柄并没有圣经根据。基督的使徒所设立唯一的领袖是“长
老”，而且教会应该由“长老委员会”（提后四：14）领导，当中应包括多于两位长老，而不是只有一位教会
领袖 （司铎或牧师）。长老有以下的任务：
（1） 牧养人。
长老应该作信徒的牧者（牧师），以及教会活动和财产的监督。作为牧者，他们必须喂养信徒，以身作则，
保护群羊。
（2） 互相监督和监督会众。
长老必须互相监督。他们不但有责任确保教会会众的属灵生命和道德健全发展，也有责任确保其他长老的属灵
生命和道德健全发展！因此，教会总要有多于一位长老！每位长老都要对自己的生活和事奉负责，也要向其他
长老交代（徒二十：28）。
（3） 防范假教师。
长老应该保护教会会众免受假先知和假教师影响。
（4） 警告人提防危险。
长老应该警告教会会众要提防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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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32-35
问题 5. 如何支持基督徒领袖？

笔记。
（1） 会众相信神眷顾祂的子民（徒二十：32）。
如今使徒保罗要离开他所关顾的人，但他没有离弃他们。他把他们交托给神和祂所赐不配得的恩典，这恩必眷
顾他们，正如神的使徒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神眷顾他们一样。他把他们交托给神在圣经中的道，这道能建立他
们，叫他们和所有信徒同得基业。从今以后，以弗所教会必须自立，不再依赖使徒（宣教士或所谓“母会”派
来的植堂者）。他们有永活的神，祂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来十三：5-6；太二十八：20）！他们有基督的灵在
他们中间（弗二：21-22），有神在圣经中的话语建立他们，也有众长老领导他们。
（2） 领袖有权获得支持。
虽然保罗很少得到其他教会的支持（林前九：6；腓四：15-19），但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
“加倍的敬奉”，即尊敬和报酬。对于那些传道和教导圣经的长老来说，更当如此。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提
前五：17-18）。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林前九：7-14）。虽然基督徒领袖有权
得到支持，但他从来没有权要求任何教会支持！
（3） 领袖有自由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服事 （徒二十：33-34）。
使徒保罗服事基督教会，却没有要求或接受任何支持。事实上，他以自己的双手供给自己和同工的需用，感到
引以为荣。保罗有可能是自己选择这样做的，因为当时有假使徒藉着四处向教会提供服务而得利（林后十一：
1-15；提前六：5）。他想给基督徒树立榜样，也就是他所拥有的，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白白领受的（林前
四：7），并且他给予别人的，也要白白的舍去（太十：8）。他绝对不想让自己成为任何基督教会的负担。
（林后十一：9）。
（4） 领导有责任与有需要的人分享（徒二十：35）。
无论基督徒是得到别人的支持，抑或靠工作养活自己，他们都有责任与他们中间有需要的信徒分享所拥有的
（雅二：14-17；约壹三：16-18）。基督徒领袖在这方面必须作榜样！主耶稣基督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徒二十：35）。
二十：36-38
问题 6. 使徒保罗如何与以弗所的基督徒建立关系？

笔记。
（1）祷告是把他们连系起来的有形连结。
保罗离开时，他们都跪下来，保罗为他们祷告。
（2） 爱是把他们连系起来的有形连结。
他们痛哭，拥抱他，并与他亲嘴。
这是将教会的领导传给其他领袖的一个好方法。
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徒二十：17-38 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1. 从徒二十：17-38 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二十：17。
二十：18 。
二十：19 。
二十：20 。
二十：21 。
二十：23 。
二十：24 。

招聚长老们在一起，例如每个月一次，一同分享、祷告和训练他们履行任务。
作为领袖，要实践自己所宣讲的（或教导的）。
总要作谦卑的领袖。
总不宣讲对人无益的主题。
邀请听众回应神的话来结束你的宣讲。
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徒领袖往往是第一个面临迫害、患难和捆锁的。
要作成终者，完成主耶稣基督交托给你的任务 （参看约四：34；十七：4；林前七：24-27；
西四：17；提后四：7；来十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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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25 。

谨记，“恩惠的福音”（徒二十：24） 与“神国的福音”是相同的（徒二十：25；八：12；
二十八：23，31）。
二十：27 。
决意向人宣讲神整全的旨意。
二十：28 。
作为领袖，要牧养人，监督教会的活动，以及其他长老。
二十：29-31 。 看守主耶稣基督的群羊，防范狼群（假教师）。
二十：31 。
再三警告群羊要防范假教师。
二十：32。
当你把领导传给别人时，把新的领袖交托神、祂的恩典和祂的道。
二十：33-34。 如果可能的话，有时候要以自己双手供给自己和同工的需用。
二十：35。
谨记，施比受更为有福。
二十：36。
有时候祷告时可以跪下来。
二十：37。
有时候可使用一种在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去表达你对弟兄姊妹的情感和爱。
2. 从徒二十：17-38 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希望自己所有的宣讲和教导都不超越这两个界限。一方面，宣讲和教导圣经所说神整全的旨意，而不只是几
段受欢迎的经文。另一方面，总不宣讲或教导对听众无益的主题。
我要实践我所宣讲的。我的生活、我所说的话，以及我的行事为人，都应该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我意识到自
己总会带来影响。我要么作坏榜样或袖手旁观，从而产生负面的影响；要么树立正确的榜样，并且做那些能改
变人、使人变得更像耶稣基督的事，从而产生正面的的影响。我要成为一个带来改变的人。我要使人作门徒。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徒二十：17-38 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分成两至三个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世人祷告（罗十五：30，西四：12）。

6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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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传讲、教导或研习徒二十：17-38。
2.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可一：1 至四：20 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3. 背诵经文。复习 D 系列“门徒训练一至五”。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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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更新你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经文笔记、研经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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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成长
1. 灵修。

继续定时与耶稣基督相交（灵修）。运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参看手册 1，附录 1）。你在手册 1 的
附录 2 和 3 会找到一个很好的读经计划和一个很好的标记圣经系统。继续在你的灵修时间中记下笔记。
2. 背诵经文。

继续从你的读经和研经中选出你要背诵的新经文。定期背诵重要的经文（见手册 1，附录 5）。继续每天复习
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3. 研读圣经。

继续研读圣经。选出你要研读的圣经书卷，并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去研读那书卷。最好先研读新约中的一
些重要书卷 1，然后才研读旧约中的书卷，因为旧约必须根据新约的启示来诠释。
4. 祷告。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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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督徒团契相交。

继续与教会中其他基督徒聚会（在家中的教会小组或大型的教会聚会）。
6. 结果子。

继续多结果子，并且果子常存（约十五：5，8，16）。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参看太十：32；彼前三：1516）。以各种方式传扬福音。决意影响你身边的人，使他们更靠近耶稣基督。
7. 门徒训练。

继续跟随耶稣基督，向祂学习，听从祂的话 （参看太七：24-27）。

开展新的小组
每当你训练完一群信徒时，要做两件事：
1. 让完成了“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课程的人开展他们自己的“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小组。
向你所训练的这群信徒发出挑战，让他们开始建立一个由一群渴望灵命成长的初信者所组成的小组。让他们运
用这个课程或课程的一部分去训练他们。邀请参与者每年都重新立志去参与。
继续定期训练和鼓励新的门徒训练小组的组长。
2. 你自己开展新的小组。

存着祷告的心去考虑拣选新的一群年轻信徒。运用这个课程或课程的一部分去训练他们。这个课程包括以下三
部分：
去使人作门徒。
去建立基督的教会。
去传扬神的国。

1

门徒训练手册 1 至 4，共 48 课。
教会手册 5 至 8，共 48 课。
神国手册 9 至 12，共 48 课。

例如：约翰福音 (参看 www.betacourse.org) 和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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