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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課程特色

創作性

系統性

傳遞性

藉着日常生活中可理解的例子―― 一個嬰孩成長的

過程，深入淺出地將基督徒生活的真理要道予以分

析、說明。例如：作者將重生得救比喻成「

」；靈修生活比喻成「 」；禱告比喻成

「 」；在神的家中的團契生活比喻成「

」；在學習神的話語上比喻成「 」……

傳福音、作見證領人歸主比喻成屬靈的「

」；最後造就初信主的人比喻成「 」。

即以一個屬靈嬰孩在成長過程中，必經過的幾個階段

作有系統的教導。例如：嬰孩「 」（重生得

救）後，需要「 」（預防屬靈疾病），又要

「 」（靈修生活），以後漸漸地「

」（禱告），又開始「 」（得勝試探，不

至跌倒），在家中（神的家中）享受「 」

（參與聚會與團契生活），接着是開始上學，作「

」（學習聖經），並「 」，結婚生子

「 」（傳福音，作見證，得着屬靈的孩

子），最後「 」，養育孩子成長（栽培屬靈

的孩子成長）。

本材料的編寫是建立在一個可傳遞性的觀念上，就是

以門徒訓練的概念來作栽培的工作。凡接受過此項栽

培訓練者，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材料去栽培另一位需

要栽培造就的人（包括初信者）。藉此也奠定了學員

將來參與門徒訓練的基礎，像接受更新傳道會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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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對象

使用原則

使用說明

「 」的訓練等，就水到渠成了。（註：本

「 」就是為此傳遞概念而寫的。）

一、初信者。

二、一般未曾受過任何栽培的信徒，或在基本的基督

徒生活，如靈修、禱告、讀經、或作見證等這些真理

上，沒有受過操練或根本不知道如何操練的信徒。

一、為使本課程的栽培功能達到更好的果效，必須先

參加更新傳道會主辦的栽培員訓練班之後，方可採

用。

二、本會鼓勵以一對一的個人栽培方式進行，其果效

最佳。若以小組方式進行，最多不能超過三人（包括

帶領者為四人），但必須附帶一個重要的條件，即栽

培員必須能確保有足夠時間去了解每位受栽培者操練

靈修（包括陪讀聖經）、禱告、作見證等的實況，並

關懷他們生活上的需要。因栽培本身的目的，不單只

為了教導學員有關靈修或禱告等類的真理知識，更重

要的乃是確保經過此課程後，他們真的會靈修、會禱

告，否則栽培事工仍不算成功。此舉必須透過愛心及

耐心地誘導與鼓勵，甚至陪他們走過這一段路，方能

讓他們學得好。因此人數越多，時間的壓力就越大，

質素也就隨之降低。

一、栽培員必須熟悉每課內容，並掌握內容重點大綱

（此「課程進行內容大綱」列在「 」中

每課的最前頁，可作參考），以及各重點裏的問題

（列在「栽培指引」左欄內），且請注意各重點問題

間之連貫性，如此你才能平順自然地進入每一重點的

討論內容中。

二、本指導本中有關各重點之問題的「答案參考」

（列在「栽培指引」右欄內），其出處都有註明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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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 」一書中的頁數），「行」字代表

由上向下數的行數（作為段落標題的較粗黑字也計算

在行數內）。故栽培員還沒開始栽培學員之前，可將

該課每一重點及每一重點的問題抄寫在該課文兩邊的

空白面上，並在課文內容中將答案記下，栽培員就容

易找到答案，使栽培過程進行順暢。

三、本指導本中，「受」或「他」係指受栽培者。

「栽」或「栽培指引」中右欄內的「你」係指栽培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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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約

目標

課前準備

課程進行內容大綱

與受栽培者在首次接觸時即建立起一個誠懇親切之

良好關係。

讓受栽培者知道屬靈生命成長的必須性與重要性，

並願意接受造就。

聖經

自己的得救見證

「 」一書（本書可贈送或請受栽培者自己

購買）

引言

彼此認識

內容重點

作自己的得救見證

說明屬靈生命成長的必須性與重要性

介紹「 」一書之大略內容並鼓勵接受

栽培

結束及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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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定時進食

目標

課前準備

課程進行內容大綱

讓受栽培者知道靈修的重要及方法，並實際地進行靈

修，以致建立良好的靈修生活。

聖經

「 」一書

筆

背經：約 15：5；詩 5：3
靈修筆記本

引言

⑴生活分享

⑵複習上週背誦經文：約壹 5：11 12；約壹 1：9
⑶引入內容重點的話題

內容重點

⑴靈修的定義

⑵靈修的重要

⑶靈修的計劃

  適合的時間

  適當的地點

  正確的目標

  正確的動機

⑷靈修的方法

  經文讓我知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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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向我說些甚麼

  經文要我做些甚麼

⑸靈修的實行

結束

⑴背經：約 15：5；詩 5：3
⑵習題討論

⑶交待功課

⑷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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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指引

引言

生活分享

複習上週背誦經文：

約壹 5：11 12；約壹 1：9

引入內容重點的話題

栽：你認為要使一個新生嬰孩

成長，有哪些事是很重要

的？

受：吃與睡。

栽：是的，嬰孩需要特別的食

物和有規律的進食，才能

正常地發育。同樣的，我

們的屬靈生命要成長，也

需要有規律地吸收靈糧

（即神的話）。

內容重點

靈修的定義

栽：每天定時地、有規律地安

靜在神面前，透過讀經、

禱告來親近祂，與祂相

交――這就是所謂的「靈

修」了。

（參「豐」第18頁第17 1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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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他的靈修生活狀況，以便知道在靈修生

活上如何鼓勵或協助他。

答案參考：重要！因為：

1.

「嬰兒需要特別的食物和有規律的進食……

我們必須先滿足他特殊的需要。」

（參「豐」第 18頁第 9 11行）

2.

「如果你能每天安排三餐，來滿足肉體的需

要，你也該可安排……來滿足靈魂的需

要。」

（參「豐」第 19頁第 8 9行）

3.

「建立良好的靈修習慣……是你得享豐盛生

命的第一步。」

（參「豐」第 18頁第 20 21行）

4.

「你願意明白神的心意與思想……如此你才

能……面對一天的試探和難處。」

（參「豐」第 20頁第 1 4行）

注意：你此時可與他計劃一下

  

1.適合的時間
（參「豐」第19頁第1 7行）

靈修的重要

栽：你有沒有一個規律的靈修

生活呢？

受：（請他自由發揮）

栽：你認為靈修生活是不是很

重要？為甚麼？

受：（請他自由發揮）

靈修的計劃

栽：既然靈修如此重要，我們

必須好好地計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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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的方法

栽：你明白課文中所論有關靈

修的方法嗎？

受：（請他自由發揮）

靈修的實行

栽：那好不好在這週裏，你回

去照今天所學的靈修法，

先讀約 1：1 18；約 1：
19 34及約 1：35 51三段
經文（註：平均兩天操練

一段經文），並用筆記簿

記錄，下週我們再回來一

同分享個人的心得好嗎？

2.適當的地點
（參「豐」第 19頁第 18 21行）

  

1.正確的目標：

更像基督，更認識祂，委身於祂。

（參「豐」第 19頁第 23 26行）

2.正確的動機：

不是應付了事，不是為增添屬靈知識。

（參「豐」第 20頁第 23 26行）

注意：此階段是很重要的一環，務必讓他知道如何

靈修。若他的反應是不知道此方法，你應幫

助他朝三個主要重點努力：即

1.經文讓我知些甚麼；
2.經文向我說些甚麼；
3.經文要我做些甚麼。

與他講一遍，並一同討論範例的內容。

（參「豐」第 20頁第 27行至第 24頁第 26行）

注意：

鼓勵他買一本筆記簿做靈修筆記。

你在此課以後，開始與他進行陪讀聖經。一

方面使他能熟練此靈修的方法，建立靈修的

生活習慣。另一方面，透過此陪讀聖經的方

式，使他與你之間，能以神的話為根基，在

生命上交流；他也能從陪讀中得著造就，且

從你身上實際地學習靈修。有關陪讀聖經的

進行方式、原則等，請參閱「陪讀聖經淺

談」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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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栽培員可將習題中之許多小題內容「貫連」

成一段完整相關連的信息（信息內容可參閱

本課「習題貫連信息內容參考」的內容）。

結束

背經：約 15：5；詩 5：3

習題討論

栽：有關本課習題你有甚麼困

難與問題嗎？

受：（請他自由發揮）

交待功課

照「約翰福音讀經段落」

進行靈修並做筆記。

閱讀「 」一文及

做習題。

禱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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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習題答案

你一部分的禱告時間應用在私下單獨向神禱告上（太

6：6）。 是

馬太福音 26章 36節，記載耶穌在何處禱告？
客西馬尼園

但以理一天幾次在神面前禱告（但 6︰ 10）？ 三次

約翰福音 4 章 23 節說，神在尋找真正敬拜祂的人。
是

在以賽亞書 40章 29 31節，神應許凡等候耶和華的，
必從新 得力 。

神應許約書亞，如果他晝夜思想，謹守遵行祂的話，

就可以道路亨通，凡事順利（書 1︰ 8）。 是

在約翰福音 14章 21節，耶穌應許要向遵守神命令的
基督徒顯現，22 節門徒問祂，如何向他們顯現。26
節和 16章 13，14節耶穌說，神會藉著 ，來

教導他們並且榮耀基督。

有時你的行為可以矇蔽別人，但聖靈可以用神的話辨

明你真正的 和你心中的 （來 4 ︰
12）。

你對聖靈向你啟示的意念和真理應有甚麼看法（詩

139︰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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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經文

習題貫連信息內容
參考

經上說︰（連連看）

(1)弗 6︰ 18

(2)箴 15︰ 8，29

(3)耶 29︰ 13

(4)賽 59︰ 1，2

(5)詩 37︰ 4，5

(b)真正的禱告是靠著聖靈的指引

(d)正直人的祈禱為耶和華所喜悅

(e)專心尋求耶和華

(c)罪孽使我們的禱告不蒙垂聽

(a)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

使徒行傳 13章 1 4節記載，聖靈感動一個專心祈禱
的教會，以致使 巴拿巴 和保羅被差派走上他們第

一次的宣教旅程。

提摩太前書 4 章 15 節教導我們，默想神的話實在是
浪費時間。 非

約 15︰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

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

作甚麼。

詩 5︰ 3

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

我的心意，並要儆醒。

聖經讓我們看見，耶穌在面對十字架道路的抉擇時，

獨自在客西馬尼園禱告（太 26：36）；但以理也一天
三次獨自到神面前禱告（但 6：10）。在我們的生活
中，也應該特別撥出一部份時間，是我們個人私下與

神獨處禱告的時間。

這種與神獨處禱告的操練，將使我們得著益處。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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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使我們從新得力（賽 40：29 31）；在生命
中，能使我們多結果子（約15：5）；在人生路途上，
能使我們的道路亨通（書 1：8）。因此在與神獨處
時，要常留意自己的幾個「心」態：

一、要留心

學會聽聖靈的聲音，神會藉著聖靈來教導我們，並且

榮耀基督（約 14：26；16：13）。聖靈也可以用神的
話來辨明我們心中的真正意念與主意（來 4：12）。

二、要潔心

因罪孽使我們的禱告不蒙垂聽（賽 59：1，2）。

三、要專心

專心尋求，就必尋見（耶 29：13）。

四、要正心

因正直人的祈禱為耶和華所喜悅（箴 1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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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聖經淺談

引言

陪讀聖經的目的與動機

陪讀聖經的進行方式

一般而言，要幫助初信者或信徒建立穩定而有效的靈

修生活，是一項艱辛的屬靈工程。不是憑著上一堂

「如何靈修」的課；或讀一本有關「如何靈修」的書

籍；或憑著您告訴他：「你要靈修，可從約翰福音讀

起」，他就懂得靈修了！或許有人可以因此而建立起

他們的靈修生活，為此我們感謝主。但面對更多「馬

馬虎虎」、「斷斷續續」、「枯燥無味」、「忍

受」、「應付」等等之靈修狀況的初信者或信徒，我

們往往束手無策。希望這陪讀聖經的建議能給他們一

點援助。

這是一種靈命互相牧養的事奉，藉著靈命較成熟的信

徒對初信者或是信徒的屬靈關懷（牧者與信徒之間也

可以進行），建立進一步的關係，即透過彼此每日分

享由同一段經文所得之靈修心得，使肢體之間有更深

入屬靈生命的交流，在靈命追求上能達到彼此牧養、

鼓勵、督促肢體生活的目標。

一、由約翰福音開始，段落可參閱「 」一書

第 25頁所列的段落。

二、一對一進行，當然小組方式進行也可以，但人數

不宜超過四人。

三、受栽培者自己每日按「約翰福音讀經段落」靈

修，栽培員能每日或隔日陪受栽培者讀最好。若因時

間限制，無法每日或隔日進行陪讀，栽培員平日亦可

用電話、或主日聚會見面時分享。每週藉電話、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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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聖經需注意的原則

日聚會見面，再加上上課時的分享，應至少有四次分

享機會。

四、為顧及受栽培者有可能一時無法適應，而深感壓

力太大，故可衡量受栽培者的能力，適量地給予經文

段落的數量。例如：兩天讀一段經文（最好不要超過

三天一段，因會造成人的惰性）。此舉並非鼓勵受栽

培者可以一天靈修，一天「息」修（停止靈修），乃

是讓他用兩天（較長）的時間，去「消化」所讀的那

一段經文，從而「享受」靈修的時刻，體驗靈修的甘

甜，而不是一味只想趕完「功課」，向栽培員交待了

事。

一、陪讀者必須有自己個人在靈修時所作的筆記。因

為我們對靈修的態度也將影響受栽培者。而且靈修心

得分享不是一時興起，看見那段經文，就臨時「發

揮」一篇講章信息，向受栽培者「轟炸」一番。靈修

心得乃是個人生命與神交流的歷程。故陪讀聖經時，

是一種生命的交流，坦然地將兩人帶到神的面前。

二、必須是同性（夫妻或已臨論婚嫁之男女例外），

以免帶來不必要的誤會。

三、陪讀聖經進行時，陪讀者不是用靈修心得來「教

訓」受栽培者。陪讀者在預備陪讀經文的時候不要有

為別人靈修的心態。陪讀者應該分享他個人與神交通

的屬靈經歷和個人的讀經心得。最好常用「讓我學習

到……」、「讓我知道……」等詞句（即以第一人稱

單數之代名詞「我」），盡量少用「我們應該……」

等詞句。

四、在彼此作結束禱告時，各人最好用「第一人稱單

數之代名詞」（即用「我……」而不是「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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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神禱告。因為該段經文的靈修心得領受，乃是個人

從神的領受及對神的回應，別人不一定與自己有相同

的領受及回應。

五、最後彼此鼓勵日行一「道」（神的話），即實行

與當日靈修心得有關之其中一個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