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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長為目標 

我們若希望教會成長的速度高過人口增長的

速度，教會便得增長。 

 

若每一位傳道人每天向 1000

個人傳福音，並且從不間斷，

他得花 3 萬 7 千年才能拯救

全世界 

 

若有一位傳道人每傳福音

可得著 1000個人，並且從

不間斷，他還得花 3萬 7

千年才能拯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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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 

簡而易行 

你做得到! 植堂的原則是如此簡單，不管你年

紀大小、教育程度高低、來自城市或鄉間、害

羞或外向、資深或資淺，你都能建立架構簡單

卻能不斷增長的教會，藉此帶出極大的影響

力。 

 

成為先鋒 

你能在遠離神的人們中間帶出極大的影響力! 

廣泛的紀錄顯示，傳福音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便是建立能不斷增長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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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馳不止的列車 

你能成為神國福音冒險故事的一部分! 植堂

運動一旦啟動，便擁有潛能，可以永不歇止地

運作下去。控制的不是我們，而是聖靈緊握的

手。 

 

精彩且多彩 

無論與何人或是在何地，你都辦得到! 我

們已跨越文化種族，在各處建立了許多簡

易教會，包括美國大學校園、不識字的民

族、非洲部落、亞洲大城、商界及咖啡店。

有人聚集的地方，就能認識耶穌，建立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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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使徒行傳 

行出新約的原則。一個能不斷增長的教會

典範，便源自福音及使徒行傳。 

 

創造永恆的成效(影響力) 

你的宣教策略必須能永續發展。當你展開

宣教工作，請全力造就當地信徒，讓他們

青出於藍，你便能儘快完全放手交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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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驟 

1. 禱告 

不斷禱告，直到你為靈魂流淚。禁食禱告。邊

走邊禱告(行進禱告)。求神讓你對他的生活感

同身受。求神賜給你和平的使者，能開啟你正

關懷的人的心門。求神賜給你特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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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面 (見面) 

出去與人會面。花時間和非基督徒在一起。跨

出基督徒的圈子。抵檔你心中解決團隊問題的

誘惑及情感需求，那會耗費你的時間及精力。

尋找一群沒有基督徒在當中的非信徒。你和他

們見面時，別帶他們去見你的基督徒朋友。而

是你去見他們的朋友。 

 

3. 造就 

造就門徒，花時間陪伴人們。別等他們做了決

志禱告，或表示他們願意跟隨耶穌，才願意投

資時間在他們身上。建造門徒等同於傳道，也

等同於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建造門徒是關於將介紹耶穌給人們，讓他們親

自認識祂，並因此學會愛祂且順服祂。強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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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國宣教是個榮幸，因此神的事工是他們屬

靈遺傳的一部分。 

  

4. 聚會 

允許你所關懷的慕道友，和其他尋求耶穌的人

聚在一起，有歡樂的時光，分享共同的興趣，

一起禱告，讀神的話語。有時最好讓他們自己

決定何時、何地與哪些人聚會。聚焦在耶穌的

話語和故事。別等到他們說願意信主，才將他

們聚在一起成為朋友。神說若有兩三人奉祂的

名聚集，祂就在他們當中-----這就是最基本而

簡易的”教會”。毋需任何其他條件來”成為一

個教會”。雖然要發展成一個健全有活力的教

會，仍有許多事該做 (請參閱使徒行傳

2:42-47)，但聚會是建立教會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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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倍增 (拓展) 

為教會擴展預做計畫。打從一開始，便訓練新

進會友參加會議及探訪。儘可能退居幕後，鼓

勵會友成長，並鼓勵他們鍛鍊(發揮)個人的屬

靈恩賜。若人數過多不利肢體生活，可計畫另

闢新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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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的社交關係網絡中工作 

 

鼓勵初信徒留在他原來的朋友圈中，你該主動

進入他們的世界生活圈子裡，而非帶領初信徒

進入你的生活圈中。你該主動認識他們的朋友，

而非介紹他們認識你所有的朋友。你該去他們

常聚集的地方，而非帶他們去你和朋友常去的

地方。 

 

會有一小部份的人有嚴重的上癮問題，他們

的確得離開原響他們的朋友，但大部分的人

毋須如此。找尋那些能把你和耶穌介紹給整

個社交團體的人。你會發現一整群的新朋友

，好好享受這個過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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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鍊 

 

 

 

根據提摩太後書二章二節建立”導師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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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不應單單以你

為中心而聚集。 

保羅             你 

       

提摩太           你的門徒   

       

可交託的人          你的門徒的門徒      

       

他人     你門徒的門徒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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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裝備/授權) 

別建立一個以你的事工為中心的教會(別讓教

會的發展以你的事工為中心)，你應按以弗所

書四章 11-14 節所言，賦予他人宣教的實權: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

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

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

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別等到門徒畢業，才放手授權他們對外宣教，

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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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基督。神會以強而有力的方式，使用年輕

而未成熟的門徒。別讓大家以為，尚未成熟的

門徒無法對人傳講他們自己親身關於耶穌的

故事，進而帶領他人跟隨耶穌。 

 

重責大任是日後的事，但當下我們總能自問:

「今天，我能裝備這位門徒做何種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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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型小組聚會 

A, B, C 的小組聚會形式 

小組聚會時，遵循此”ABC”形式極為重要(你

也可以為此種形式取任何其他的名字)。將此

聚會均分成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需完全依

照該階段的聚會目標進行。D型小組聚會能

為門徒訓練打下最根本的基礎。這種格式容

易遵循、簡單易學，也易於教導傳承。 

 

A – ASK 問 (以問答的方式帶領門徒簡

短的分享與敬拜，並為彼此禱告) 

1. 問: 「你可以為哪件事感謝上帝?」，接著:

「我們做個簡短的禱告向神獻上感恩。」 

2. 問:「你有沒有需要想分享，或有事情需要

認罪嗎?」，接著:「讓我們為彼此做個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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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禱告。」 

3. 問: 「你從之前幾個禮拜的聖經小組中學

到甚麼?」「怎樣應用到你的生活中?」 

 

B — BIBLE STUDY 聖經 

只需問三個簡單的問題: 

1.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哪些關於 耶穌/神的

事? 

2.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哪些關於我們自己的

事? 

3. 根據這段經文，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從中

所學的，會讓我們的生命有何改變? 

 

C — COMMIT 委身 (禱告並順服) 

1. 禱告。 「你所學到的真理能和哪三個人分

享?」 (這三人最好是還未跟隨耶穌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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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兩個人一組，為你所想到的這三個人

禱告。」 

 

2. 順服。 「我今天在這兒所學的，如何改變

了我的生命? 我會這麼做 : ___________。」

 和他人分享你這段話，並用禱告跟神保證你

的承諾。 

 

3. 練習。 此步驟極為重要。每段聚會後

請花幾分鐘的時間，練習日後如何與你正

在為他們禱告的那三個人，分享你所學到

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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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會想掠過”C”這個步驟，或是找藉

口說這部份不適合你的小組。若掠過這個步

驟，你的教會就無法以你想要的方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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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柄三階段 

你若教導初信者明白權柄的三階段，他們便能

做出明智的決定。 

 

第一階段 

新約的誡命 

完全遵守神的誡命，不爭辯，也不靠表決。祂

是我們的大元帥。當一間教會執行耶穌及新約

使徒們所行的必要事工，這教會便算建立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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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新約的作法，非界誡命 

這些是做法，而非誡命，基督徒擁有不照做的

自由。但既然使徒們同意且執行了這些做法，

我們也毋需禁止人們去遵行。 

 

第三階段 

無新約根據的習俗 

絕對不要盲目遵循傳統。大多數的傳統都是好

的。若有傳統妨礙人遵守新約誡命，則須禁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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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基本令 

 

教導初信者七個基本命令。耶穌的命令其實有

150 個，但這七個足以讓人不偏離真道。你後

頭可以多做解說。 

 

1. 悔改 

2. 受洗 

3. 擘餅 (小組及團

契) 

4. 愛 (饒恕)  

5. 禱告 

6. 給予 

7. 拓展並建立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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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V E (拯救) 

 

請謹記，你的工作是授權，建造，然後放手。

依循此模式，你一開始就不會錯。 

 

示範 Show 

在某些領域閱歷較深或懂得較多的人，教導資

淺信徒如何更為順服。門徒訓練的目標就是使

人順服耶穌的命令。 

 

協助 Assist 

資淺信徒在關於領導的事務上協助資深信徒。

資淺信徒看過或接受過資深信徒的教導之後，

即可進入此階段。資深信徒可與資淺信徒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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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親自引導他們。資淺信徒不應按照資深信徒

的方式教導他人 

 

 

 

觀察 View 

資深信徒觀看察資淺信徒如何領導。資信信徒

務必盡力在人前，公開稱讚資淺信徒有這份勇

氣跨入社區事工的新領域，以此建立他們的信

心，並在事後私下會面，給資淺信徒一些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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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 Exit 

 資深信徒放手離開，轉而參與其他新事工。現

在資淺信徒已經能獨立服事，有資深信弟兄姊

妹愛的教導及關愛，卻已毋須倚賴他們。資深

信徒與資淺信徒之間則維持一個比之前更為

平等的關係。 

 

有時候，可能得花一段很長的時間(一到兩年)，

才能從一個階段進入到下一個階段。但有時可能

只需幾個月，年輕的領導者(甚至是初信者)就能

獨立自主。速度的快慢視個案實際狀況而定。請

別忘了，未信者雖然尚未完全明白聖經，但還是

能教導人神的話語，而且經常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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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 

若您想購買此手冊，或想知道如何

開始進行，請與我們連絡! 

 

萬國差訓中心 

P.O. Box 55 

Grandview, MO 64030 

USA 

816-216-1353 

www.allnations.us 

info@allnations.us 

  

mailto:info@allnatio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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