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爆小組的屬靈動力 



教會動力的根源 

• 主耶穌說：「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
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
差遣你們」（約20:21) 

 



差遣賦予了我們…… 

•權柄 

•方向 

•意義 



我們受差遣去做甚麼？ 

•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Bible Time 



如果您要用一句話來總結我們受差
的使命，這句話會是？ 

Think Time 



『細胞小組受差的使命，就是要藉
緊密的屬靈群體生活來建立起切切
實實跟從主的門徒』 

牧組箴言 



「門訓」的核心信念 

•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Bible Time 



「門訓」的核心信念 

• 門徒是怎樣來的？ 

• 故然，一切生命的成長是出於上帝的作為
（林前3:6），但播種、澆灌卻是我們當主
動去完成的事，就如這裡說「去」和「使」。 

Bible Time 





門徒是經由我們刻意尋找和塑造，
然後在神的恩典裡長成。 

 

牧組箴言 



想一想… 

• 如果聖靈要差遣您來委身門訓一個人
，幫助他能切切實實地作主門徒，您
會想起誰來？ 



「門訓」的核心信念 

•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Bible Time 



「門訓」的核心信念 

• 門訓的對象既是「萬民」，這就表示
門訓應看成為教會針對每一人的底層
建築工程。 

• 人人都是門徒，但並非人人都是領袖，
千萬別把門徒訓練與領袖訓練混淆。 

Bible Time 



門訓的對象既是所有人，它的內容就必
須是最基本又最核心的信仰生活，且必
須簡單，務使人人都能掌握，人人都能
實踐。 

牧組箴言 



想一想… 

• 您能指出栽培、門訓和領袖訓練，有
何不同嗎？ 



「門訓」的核心信念 

•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Bible Time 



「門訓」的核心信念 

• 按保羅的教導，「奉XXX名施洗」，
就有著宣告屬於誰的含意（林前1:12-
15），先是屬於三一上主，然後因同
屬於主而彼此相屬 

• 由一個人信主的第一刻開始，就要幫
助他與上主、與肢體結連。 

Bible Time 



門訓要務之一，就是要守望被門訓者與
主結連，又與其它聖徒結連，在切實相
愛的關係中成長。 

彼此相愛就是一項成就！ 

牧組箴言 



「門訓」的核心信念 

•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9-20） 
 

Bible Time 



「門訓」的核心信念 

• 門徒就是跟從者之意，因此，能否切
實跟從就成了門徒身份的最重要檢定。 

• 門訓最重要的作用，不在於知識的傳
遞，而是生命切實的守望，守望著被
門訓者對神旨意的聆聽與順服。 

Bible Time 



門訓的重點不在於傳遞知性的知識，而
是幫助門徒藉實踐真理來經歷神的同在。 

這樣的理解會對我們設定門訓內容有何
幫助？ 

 

牧組箴言 



引爆小組牧養的屬靈動力 

• 建立受差者的身份自覺； 

• 以門訓作為牧組的主軸； 



門徒最首要的學習是…… 



•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
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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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2:1-2） 

Bible Time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
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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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2:1-2） 

Bible Time 



「門訓」的核心信念 

• 保羅向我們見證說：「祂對我說：我
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
時候就剛強了」（林後12:9-10）。 

Bible Time 



「門訓」核心信念（一）： 

恩典是門徒得力之源 

• 強健的門徒生命取決於是否學懂靠恩
典而活。但只有那些肯承認自己無用
的人，才會真心地感到需要神，真心
地倚靠祂！ 

Bible Time 



我們靠賴恩典來進行門訓，又幫助
為門徒學會靠恩典而活。 

您面對失敗的態度與經歷比起您成
功的經驗，更能幫助您所門訓的人。 

牧組箴言 



想一想… 

• 試回想自己曾經歷過的失敗故事，若
以它們來編寫成門訓課程，教導別人
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站立得穩，那會
是怎樣的內容？ 



「門訓」核心信念（二）： 

門徒須代代相傳 

• ……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 無論是大使命提到的：「凡我所吩咐你
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或是這裡，
都指出真正的門徒，必會具備一種代代
相傳的能力，並忠心地守望著此事成功，
而這一點的忠心最易被忽略，也最不能
忽略 

Bible Time 



門訓的遠象不單要看見一個又一個
門徒被建立，而是要看到一代又一
代的門徒被興起。 

有意識地培育「具屬靈的繁殖力的
組員」這想法，將會為您的組長身
份帶來甚麼影響。 

 

牧組箴言 



「門訓」核心信念（三）： 
門訓是一起生活的學習 

• ……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 保羅提到他對提摩太的教訓，是在許多見證
人面前進行的，這表示保羅乃在不同的場合，
有著不同的人參與時，提摩太從他口中聽到
了他的教訓。 

• 故此，保羅不是在課室裡跟提摩太一對一地
談信仰，更多的情況，是保羅在不同的生活
場境中與他的門徒共處時進行的「門訓」 

Bible Time 



門訓傳遞的是生命，因此，最自然
的生活場境就是最好的門訓課堂，
最切身的話題就是最好的門訓內容。 

牧組箴言 



如何使您門訓的組員終生有力
地跟從主？ 

Think Time 





箴16:26 

• 「勞力人的胃口使他勞力，因為他的
口腹催逼他的」（和合本） 

• “The appetite of laborers works 

for them; their hunger drives them 

on” （NIV） 

Bible Time 



人一旦感受到內在的「需要」，這
「需要」將會自然地成為他有效的
驅策力，推動他產生追求的行動。 

要用心把這份「成為門徒的需要」
植放在人的心裡，這樣，它就自會
形成一種內在的驅策力，驅使人終
生追求跟從主 

牧組箴言 



三種自然的驅策力 

不住成長的門徒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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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
的精兵。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
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人
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
冠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
（提後2:2-6） 

Bible Time 



 
 
 
 
成長的驅策力（一）： 
渴求為生命須負責的對象帶來榮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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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
的精兵。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
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人
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
冠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
（提後2:2-6） 

Bible Time 



門徒成長的驅策力（一）： 
渴求為生命須負責的對象帶來榮譽 

• 這比喻指出：人會願意為他感到要問責的
對象而付出。因此，要讓您的門徒在生活
中建立起負責任的態度，這不僅是處事，
更是對人。 

• 就如一個男人深感被一個女人的愛所召喚
而進入了丈夫的角色，他就願意為這「招
他當夫」的人努力，盡上做個好丈夫的本
份。 

Bible Time 



用厚愛的愛來贏得尊重，贏得問責
的關係，這樣，門徒會因為這愛與
尊重的關係，驅策著自己成長。 

作為組牧，您將如何建立這種以
「贏取尊重」來帶領別人的素質？ 

牧組箴言 



門徒成長的驅策力（二）： 
渴求成就心中的最好 

• 「……人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
就不能得冠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
得糧食」（提後2:2-6） 

•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
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
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
凡愛慕他顯現的人」（4:6-8） 

Bible Time 



門徒成長的驅策力（二）： 
渴求成就心中的最好 

• 「冠冕」是要賞賜給表現最傑出的參
賽者，這「最好」不是從跟別人比較
而來，而是活出自己的最好！ 

• 要幫助門訓的對象，看到上主為他預
備了得冠冕的人生，這獎勵將要成為
他一生的總結：活出最好的人！ 

• 這「得冠冕」的渴想將要成為最有力
的自我鞭策。 

Bible Time 



門徒成長的驅策力（三）： 
渴求得享流淚耕種的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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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
的精兵。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
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人
若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
冠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
（提後2:2-6） 

Bible Time 



門徒成長的驅策力（三）： 
渴求得享流淚耕種的收成 

• 付出了勞力，自然渴望得享成果，作
出了投資，自然期待有所回報。 

• 門訓既是一項生命建造工程，投身其
中的人，自然渴望能親睹所付出的成
果 

• 因此，把這天國生命的投資具體地描
繪出來，讓門徒看見，自會成形強力
的推動。 

Bible Time 



人天生渴望獲得心中重要人物的讚賞，
期待最好的一面能獲得肯定，且得享一
切勞力付出的成果，這都是自然的驅策
力。 

因此，在門訓的關係裡，要珍惜您在門
徒心中的位置；不要錯過一切機會來給
予正面的讚賞； 

要用心跟進每項成長的計劃，因為有果
效的行動，才能帶出鼓舞向前的動力。 

 

牧組箴言 



引爆小組牧養的屬靈動力 

• 建立受差者的身份自覺； 

• 以門訓作為牧組的主軸； 

• 門訓您的組員學會在恩典中作剛強人； 

• 根植渴求屬靈成長的三種驅策力。 
 



 



屬靈的驅策力 

不住成長的門徒生命 



屬靈驅策力： 

• 「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他從
死裡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我為這福
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
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
，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
和永遠的榮耀。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
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
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
認我們；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
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2:8-13） 

Bible Time 



屬靈驅策力： 

• 「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他從
死裡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我為這福
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
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
，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
和永遠的榮耀。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
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
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
認我們；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
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2:8-13） 

Bible Time 



屬靈驅策力： 
被基督的愛所激勵 

•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
，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
的主活」（林後5:14-15） 

Bible Time 



屬靈驅策力： 
被基督的愛所激勵 

• 保羅多次為所傳的福音受著許許多多
的艱難危險，但他卻是甘心樂意如此
，這委身的動力正是源自所傳的福音
本身，這福音的內容乃是神兒子犧牲
的愛 

• 跟從主的一切原動力，當離不開主耶
穌那犧牲的愛。 

Bible Time 



屬靈驅策力： 
被失喪靈魂的需要所催逼 

• 「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他從
死裡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我為這福
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
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
，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
和永遠的榮耀。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
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
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
認我們；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
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2:8-13） 

Bible Time 



屬靈驅策力： 
被失喪靈魂的需要所催逼 

• 保羅願意為神所揀選的人（包括了已
信的和還未信的），凡事忍耐。這忍
耐不單是指要長久等候人的決志信主
，更包括了忍受各樣的患難苦楚。 

• 保羅能這樣，是因為渴求看見別人「
也可以得著救恩」。由此看，對失喪
靈魂心生憐憫，正是一生事主、跟從
主的動力推動力。 

Bible Time 



屬靈驅策力： 
被神的性情所感染 

• 「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他從
死裡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我為這福
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
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
，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
和永遠的榮耀。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
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
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
認我們；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
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2:8-13） 

Bible Time 



屬靈驅策力： 
被神的性情所感染 

• 保羅提出另一個推動他矢志跟從的原
因，乃是由於神本身的性情。 

• 神以祂那信實慈愛來對待我們的跟從
，決不會叫任何一個「認他的人」失
望，因此，我們同樣應竭盡所能地跟
耶穌跟到底，不要「失信」於神！ 

Bible Time 



重視門徒的生命節期（生日、受洗記念
日…），為他/她慶祝生命裡盛載的各
樣主恩 

定期讓門訓的組員接觸普世福音的需要 

牧組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