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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定义我们要拥有普世性的眼光：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篇 2:8） 

“在列邦中述说祂的荣耀，在列国中述说祂的奇事。”（诗篇 96:3）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 49:6） 

 

上帝差遣耶稣基督为世人的救赎主：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

永生。”（约 3:16）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路 2:10）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多 2:11）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路 2:32） 

 

耶稣差派我们传福音给整个世界：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太 28:19）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人要奉祂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路 24:47）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徒

1:8）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来。”（太 24:14） 

 

因此： 

 我们该如何在神的普世计划中有份呢？ 

 我们该如何在耶稣的教导中向普天下宣讲福音呢？ 

 

这本书将装备你成为上帝大使命的实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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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3  大使命挑战营 

     

背书经文 收获的紧迫感（彼得后书 3:11-12） 

“这一切既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 

 

我们身处紧要关头。 据估计，每年有五千六百五十万人死亡。这这死亡人数中，

大约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是基督教徒。这意味着每年将近五千万人进入了没有基督

同在的永恒。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呢？当然是；我们必须以超大超强以及超

快的速度来传福音，因为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万民。 

   我们必须要明白，仅仅只依靠现有的全职教牧人员是无法完成这一工作。面

对这一收获的季节，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世界上有二十七亿的人并不知道耶稣

是为了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而死。“在印度，基督徒、教堂、和牧者的数量比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少……这是世界上未接触福音的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解析世界，第七版，2010 年，405-417 页）。解决方法是什么呢？祷告、培训

和差遣，再祷告、培训和差遣，不停地祷告、培训和差遣。我们发现，通过 GC3 

营大家将更好的训练和装备自己，等候圣灵的差遣。 

   1806 年的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只有 30 年的建国史。在康涅狄格州东北

部的一个大学营会里，五个年轻人正在阅读威廉·克理的书《基督徒当竭尽所能

引领异教人民归正》。突然间暴风雨来袭，这几个年轻人躲在垒高的稻草垛下避

雨。他们借着这避雨的时间一起祷告。祷告之后，他们举起手宣告说，“只要我

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实现。”他们要实现什么？当然是传福音到世界各地。“干草

堆祷告会”被视为随后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开创性事件。 

   八十年之后，这一小团体的跟随者们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传教运动。 

他们相信，通过他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一事工可以被实现。在这八十年间，

超过两万两千名志愿者参与到这事工之中，引领成千上万的灵魂归向基督。当其

中一位领导者被问到如何动员这么多年轻人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告诉你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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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样做，那就是差派他们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中，也就是在 2020 年，我们可以从印度、东南亚和非

洲差派出同样数量的志愿者。与你同龄的年轻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回应基

督的呼召。摆在你面前的任务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但将来你要接受永恒的奖赏。 

   CG3 就是为此而设计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将在上帝的大使命中有份。上帝已

经拣选了你，没有比这更大的荣耀。就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写到我们要敬虔而圣

洁的生活着等待祂的再来。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加速了祂的再来。祂呼召你参

与的是极其困难的事工，但祂会帮助你完成。事实上，只有祂才能给予你力量去

完成这一事工。上帝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事工！我们

一同投身到这大使命中吧！ 

 

2012 更新 

   上一片文章是我在两年前写的。在这两年之中我看到了神奇妙的恩典。24 次

训练营被成功举办，超过三千五百人参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百分之八十九

的年轻人，三千一百六十六位，志愿加入到大使命事工中，广传福音！ 

   上帝在动工，我希望你们不是与我们一起欢欣快乐，而是真正加入到这事工

中。以祷告来参与。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那些做了承诺的人祷告，祷告他们在

基督里的合一并且远离邪恶。也为那些将要信的人祷告，祷告他们也可以合一，

就如耶稣与父是合一的；如此，世界将会改变相信。接着，为上帝呼召你自己而

祷告。接受并参与神的事工。我再强调一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完成。 

让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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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中的年轻人 

 

背诵经文：被拣选的族群（彼得前书 2:9） 

 

   在神神所赐的生命中我们要做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

自问的问题。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奉献的机会。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

么呢？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可以奉献这仅有的一次生命？许多事情，对与不

对，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对于基督徒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好坏的选择，而

是在好的与最好的之间怎样做选择。 

   当那被基督差派出去的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因你

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路 10:17）。耶稣分享了他们的喜乐，说，“我看到撒

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他接着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

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18-20 节）。依靠基督赐给我们的力量战胜黑暗的势力，

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不是最好的事情。最美的事情是被上帝所知道，并成为祂

的儿女，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我们在天国预定了席位。被上帝寻找

并寻见是最美好的事。 

   耶稣说，“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

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

你们。你们这些做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 7:22-23）想象一下，无所不知的

上帝却不知道你，无所不在的造物主却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什么？这样

的生活比地狱中的火焰都可怕。这是绝对的孤独！我想想就战栗不安。 

   被上帝所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的同一章节中，耶稣解释说只有

那些按着父的旨意行事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进入天国”就是“为上帝所知”的

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我们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如果你将自己全然交托，

完全奉献给祂，你就做了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接着呢? 第二重要的事就是使

祂的名为人所知，这就是大使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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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他升天前夜指明了教会的目的。福音书记录到他说，“父怎样差遣我，

我也怎样差遣你们”（约 20:21）。“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路 24:47）。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子民

和代表祂肢体的教会要做的事工是向普天下传福音，这包括了所有的部落种族。

耶稣教导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 

24:14）。 

   在彼得后书 3: 11-12 中，使徒描述到末世。“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

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些经节十分清晰的

表明了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上帝的大使命。我们将通过传讲福

音和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完成我们的事工。我们这样做了，就加速了基督再来的日

子。彼得也指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相信每一代基督徒都是被拣选的，但是

特别是现在的这一代人，因为我觉得你们将会看到大使命的成就。 

   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管是不是我所认为的、与完成基督的

大使命有关。我恳求你们，为了那些失散的灵魂，为了那些不知道基督的人，为

了你自己的喜乐，为了上帝的荣耀，尽心尽力去做基督要求你们做的。 

 

24/7/365 直到耶稣再来 

使徒行传 12:5 – 不止息的祷告 

 

   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祷告。因此，福音资源中心开展了一个名为

“24/7/365 UJC”的祷告会，即团队接力祷告一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一年 365

天。 

   UJC 的意思是直到耶稣再来。这是一个为非信徒代祷，为信徒的圣洁和灵命

成长祷告的祷告会。 

   你可以通过发送邮件至 stephenrawate@gmail.com 登记你的祷告时间段。每

个人都要成为祷告的精兵。 

 

 

 



 
 

7 

 

 

使用指南 

背诵经文：服事和奉献 

（马太福音 20:16-28） 

 

1． 接受基督成为个人的救赎 

要成为“搭帐篷的人”，我们首先要确定自己得到救赎。 

第四课     “宣教士的预备”（品格） 

第九课      救赎是根基；学习和应用“修正恩格尔模式” – 由下至上 

最后        学习和应用“七阶—拯救灵魂研讨会” 

            承认信仰，我们必须要接受洗礼 

            我们要与上帝相通（圣餐） 

2． 被圣灵充满，与神同行 

第四课    阅读并练习“理想的宣教士”，寻求属灵成长。 

第十课    理解并活出基督的样式 

第四课    练习灵性建造 

          每天至少一个小时读经 

          自由分享自己的见证，并且鼓励其他人分享属于他们的见证。 

         （借鉴第一阶） 

          学习依靠圣灵 

          操练与神之间亲密的沟通 

第九课    “修正恩格尔模式”—进行全面门徒训练，学像基督。建立团契

小组。 

第八课     “门徒训练”—找寻自己的属灵导师，并发展自己的小组。 

第十六课   “策略计划”—确认自己的呼召，开展计划。 

3． 开展福音事工 

第五课               按计划时间表进行 

第十一至十四课       认清所处的宗教环境 

第四课               确立宣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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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建立一个属灵支持小组，和相关资金凑集及技术

配套小组 

第六课               为了赢得那些失散的灵魂 

第七课               福音化 – 策略 

 直接或间接的分享个人的某些信仰经历，让他人

更加关注你。 

 当人来到基督面前，把他们从非信徒名单上转移

到信徒名单，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小组中。训练他

们成为导师。 

 整合小组，让每个人都参与到事工中。       

（腓 3:12-4:1） 

领导者 助理 老师 助教 领唱 配唱 会计 器具师   

秘书长  秘书长助理 等等 

 当小组拥有 15-20 人，6-12 个月左右，从新整合、

分离小组，拣选新的小组领导。（提前 3:1-16） 

 从一开始，小组就具备了完整的领导体系 

 经历了三到四次整合之后，开始计划建立教会。 

 原生小组要照顾新教会一至两年，那时教会应该

有一个固定聚会的场所，和一位从事小组培训的

牧师。 

 不停的重复以上的步骤 

4． 其他建议 

 第一个小组应该是家庭成员 

 不要把慕道友和成熟的基督徒混在一个小组里。让他们在各自的小组中

学习约翰福音。 

 在成熟的小组中不要提前指定分享员。小组学习开始的时候，临时指定

分享的人员，这样，每个人都需要为课程做准备，而且某些人在分享上

的才能可以被体现出来。 

 家庭式的肢体组合才是强壮的教会。单一的老年人、妇女或青年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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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法发展出健康的教会。 

 学习、倾听、活出基督的样式。 

 “搭帐篷”人的每周时间表： 

与属灵导师在一起 30 分钟，团契 1 小时，与非信徒或初信徒一起 1 小时，

社会活动 1 小时—大网捞鱼（路 5:1-11），与新门徒一起 1 小时，家庭时

间至少 30 分钟。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可平均增加每部分的时间。 

 与自己小组之外的基督徒小组保持良好关系。 

 练习“叶忒罗”原则（出 18: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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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的品格 

背诵经文：认识基督 

（腓立比书 3:7-11） 

 

理想宣教士的品格： 

 被呼召的（赛 6:3-9；太 9:9） 

 全然献上的（约 17:17-19:1；林前 1:1-8） 

 全身心投入于祷告和学习上帝的话语（弗 6:18；诗 119:11） 

 信实的（来 10:22-24；太 25:13-46） 

 不属世界的（腓 3:7-11） 

 单单赞美（诗 148） 

 从以自我为中心得释放（腓 3:14） 

 在食物、饮品、服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不偏不倚（腓 4:11-13） 

 对失散者的爱（路 19:9-10） 

 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来 12:1） 

 在圣洁中成长（彼前 1:13-16） 

 与基督合一（约 17:20-23） 

 

为宣教士的品格做准备： 

1. 接受救赎（启 3:20） 

a. 从罪中分离，获得上帝的饶恕（来 12:1-2） 

b. 奉献的生活方式（罗 12:1） 

c. 以圣灵为导的生活方式（弗 5:18；加 5:16） 

d. 从圣经角度理解使命（太 28:18-20；可 16:15-18；路 24:46-49；

约 20:20-23；徒 1:8） 

e. 一颗敬虔、服事、好学的心（太 11:29；约 13:1-17） 

2. 在智慧上增长（路 2:52） 

a. 读写的能力 

b. 受教性（提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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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身量上增长（路 2:52） 

a. 身体健康 

b. 生活有条理 

c. 好的生活方式（提前 4:7-8） 

4. 有上帝的喜爱（路 2:52） 

a. 以基督为榜样（腓 2:52） 

b. 结出圣灵的果子（加 5:22） 

c. 在基督的同在中成长（约一 2:5,6） 

d. 遵守十诫（出 20:1-17） 

5. 有人的喜爱（路 2:52） 

a. 与周围的人有良好的关系（徒 2:47） 

b. 上帝所赐予约瑟的恩典，使他在人前蒙恩（创 39:21） 

6. 属灵操练： 

a. 祷告（路 11:1） 

b. 禁食（太 6:16-18） 

c. 个人及联合的敬拜（诗 33:1-5） 

d. 服事（弗 4:12；书 24:14-25；太 20:26-28；太 25:34-40） 

e. 奉献（玛 3:3-4；路 21:1-4） 

f. 献礼（太 5:23-24） 

g. 十一奉献（玛 3:8-12） 

h. 每日家庭祭坛（申 6:1-3；7-9；11:19-20；提后 1:5） 

1） 与妻子一起（弗 5:22-32） 

2） 全家一起（申 4:9-10；弗 6:1-4） 

3） 邀请邻居参与到家庭祭坛，组成小组（书 24:15） 

i. 忏悔和饶恕（雅 4:16） 

j. 使用圣灵的恩赐（弗 4:7-13；林前 12:1-11,27-31） 

k. 苦难（太 5:11-12；来 11:25-26,32-40） 

l. 学习并练习登山宝训（太 5-7） 

7. 上帝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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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阅读并思考 – 敬虔的生活（申 31:11；西 4:16） 

b. 学习—上下文联系的、语法的、归纳的（徒 6:2；提后 2:15） 

c. 背诵 -- （诗 119:11；林前 15:2-3）引用的时候，前后都要点

名经节的出处。 

d. 遵循 – 用上帝的话语来指导生活（撒上 15:22；徒 5:29） 

e. 教导 – 正规的、非正规的、口头分享（利 10:11；徒 5:42） 

8. 分享个人生命见证（徒 1:8） 

9. 圣灵引导下的事工（罗 12:4-8；林前 12；彼前 4:7-5:11；弗 4:11-13） 

10. 遵循新约中有关“彼此”的教导 

 

新约中部分有关“彼此”的教导： 

彼此相爱： 

1. 约 15:12    彼此相爱 

2. 约一 4:7    彼此相爱 

3. 彼前 4:8    彼此切实相爱 

4. 彼前 1:22   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5. 彼前 3:8    彼此同心 

6. 罗 12:10a   爱兄弟，要彼此亲热 

7. 加 5:13     用爱心互相服事 

 

彼此尊重： 

8. 约 13:14    彼此洗脚 

9. 彼前 5:5    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10. 腓 2:3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11. 弗 4:2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12. 罗 15:7     彼此接纳，就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13. 罗 12:10    彼此推让 

14. 弗 5:21     彼此顺服 

15. 腓 2:4      要顾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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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 9:50     彼此和睦 

 

彼此饶恕： 

17. 罗 14:13     不可再彼此论断 

18. 弗 4:32      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9. 西 3:13      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20. 罗 12:14-16   祝福、喜乐、哀哭，使众人和睦 

 

彼此劝慰： 

21. 帖前 5:11    彼此劝慰 

22. 帖前 5:11    互相建立 

23. 罗 14:19     彼此建立德行 

24. 加 6:2       互相担当重担 

25. 西 3:16      彼此教导、互相劝诫 

26. 来 10:24     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27. 彼前 4:10    各人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28. 来 3:13      彼此相劝 

29. 腓 1:4       彼此代祷 

 

不能做的： 

30. 雅 4:11      彼此批评 

31. 加 5:15      相咬相吞 

32. 加 5:26      彼此惹气 

33. 雅 5:9       彼此埋怨 

34. 西 3:9       彼此说谎 

35. 罗 14:13     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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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期间和之后 

背诵经文：“差遣他们” 

（使徒行传 13:2-3） 

 

宣教士的准备（出发之前）： 

 有多文化和语言的经历 – 经历不是自己母语的环境 

 学习接收国的宗教知识 

 拥有传福音、训练门徒的生活方式 

 一年教会事工的经验 

 必要的圣经培训和宣教方面的培训 

 配偶的预备工作和孩子教育的准备 

 

旅行：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并接种所需要的所有疫苗 

 准备好有效的护照和其他相关材料 

 确定差遣国和接收国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对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历史关系有充分的了解 

 设立一个祷告和经济支援团队 

 准备好着装、沟通、交通和团契的各种需要 

 

抵达： 

 健康饮食和安全出入 

 联系当地医疗机构 

 准备法律文件 

 访问当地执政掌权的人，探访邻居，学习当地历史 

 熟悉当地环境、人、生活习惯、教育方式、生活方式、和衣着讲究 

 遵守当地有关个人经济收入的规定 

 了解当地教会：规模、属灵生活、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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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学习当地语言和生活习惯 – 哪些可以做和哪些不可以做，特别是有

关两性之间的。 

 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生活。 

 接受当地对于时间的不同态度。 

 开始引导当地人的属灵生命，用“修正恩格尔模式”来帮助他们。 

 使用电影、故事、文献、友谊、和生意关系。 

 用当地语言来教导当地人英文、体育、简单的圣经学习、和其他福

音资料。 

 通过祷告战胜当地占主权的力量。 

 寻找带领和平的人 

 

长期： 

 不停的把人引导向耶稣基督 

 用行动给人以帮助，之后以上帝的话语来教导。 

 引导人信基督 

 教导他们与基督同行 

 训练他们传福音 

 展现给他们一个世界观和策略（第 16 课） 

 邀请他们加入小组并广传福音（第 8 课） 

 把小组并入教会，训练领袖（第 3 课） 

 不停地重复循环，教导仆人观 

 带领可持续的教育—正规的，实践性的 

 福音宣教学校（ADSE） 

 A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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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宣教 

背诵经节：“来，你看” 

（约翰福音 4:29,39-42） 

要做的： 

 联系之前先祷告 – 祷告方式多样 

 拣选一个地点建立教会 

 预备自己和团队有福音性的生活 

 了解人口组成 

 用恩格尔模式来评估 

 小心谨慎的交朋友 

 分享你的故事（通过圣经、录像带、文字、艺术、和例证、商业交

往、及体育运动） 

 分享上帝的救赎大计 

 询问他们的决定和祷告事项 

 安排后续跟进 

 安排聚会场所 

宣教的方法：参考本书附录“七阶灵魂建造会” 

 

不能做的： 

 不能超出他们的理解力进行教导 

 不能贬低任何人、文化、和宗教 

 不能强迫他们做决定 

 不能使用自己的文化 – 用他们的文化 

非专业的宣教途径： 

 难民 

 生意人 

 修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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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慈善机构（学校和医院） 

 专家教授 

 游客 

 学生 

 鼓励每个人都在现有的环境中传福音 

 

其他方式： 

 使用 AIDA 资源（福音传道学校，圣经学校） 

 妇女事工会议 

 为失落的灵魂祷告 

 引导性圣经学习 

 ADSE 材料 

 GC3 （大使命挑战营） 

 青年团契 

 弟兄团契 

 儿童团契 

 中高层领导会议 

 联系当地的 SOE 获得相关材料 

 与小组领袖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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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宣教策略 

背诵经文：“带领” 

（约翰福音 1:41-42，46） 

 

带领他人： 

 开始邀请，个人关系是十分关键的。祷告！ 

 分析约翰福音 – 用蓝色笔划出“信”，用红色笔圈出“生命”。学习

这两者的关系。 

 建立小组 

 安排聚会场所 

 建立有吸引力的兴趣点（如：体育运动、旅行、学英文、或音乐） 

 如果准备好了“帐篷”，就把它们立起来。 

 

如果面对的人群是是善于接纳的： 

 预备回答所有问题 

 祝福和服事 

 邀请他们（约翰福音 4:4-22） 

 开展圣经学习和祷告 

 组织团契 

 训练信徒分享他们的信仰 

 门徒化信徒（路加福音 10:1-16） 

 差遣他们（约翰福音 20:21; 使徒行传 13:1-3） 

 建立教会（使徒行传 4:4; 8:1-4; 9:41） 

 

ER 策略 

询问：找寻失落的（马太福音 18:10-14） 

调查和研究当地人的属灵成长程度，综合相关的数据。（第 9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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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化：引导失落的人归向基督（约翰福音 4） 

当地的福音使者被差派到目标区域，他们在那里展开竞赛或必要的分享。“七阶

灵魂救赎会”应跟进一个简单的圣经学习，建议使用的教科书《牧养上帝的百姓》。 

 

建立：门徒训练（马太福音 28:18-20） 

组织初信信徒小组，训练他们成为门徒。 

 

装备：小组牧养（使徒行传 4:1-31） 

开始牧养他们 – GC3、简易圣经学习、引导性圣经学习、小组祷告、妇女和儿童

事工会议。 

 

扩展：将小组加入到教会中（使徒行传 9:31） 

当新门徒成为教会的信徒骨干后应对他们进行福音事工培训，然后他们将开展面

对非信徒和新信徒的事工。 

 

评估：不停地重复以上的步骤（提摩太后书 2:1-13） 

通过他们的导师，他们所属的属灵团队和事工团队，以及他们的牧师，他们不停

地回顾和调整。 

 

鼓励：依靠“彼此”而活（第四课） 

使用跟进材料来鼓励和引导个人及教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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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训练 

背诵经文：“背起你的十字架” 

（路加福音 14:26-27,33） 

 

最大的诫命  马太福音 22:34-40；马可福音 12:28-34 

经节：爱  路加福音 10:25-28；申命记 6:5-6 

 

大使命 马太福音 28:18-20；马可福音 16:15-18 

经节：去 路加福音 24:46-49；约翰福音 20:20-23 

使徒行传 1:8；创世记 12:1-3 

诗篇 2:8；以赛亚书 6:8；马太福音 24:14 

 

第一级    导师（使徒行传 9:26-28；11:22-27；13:2-3） 

                                           

                           导师的姓名 

                   教授                  学习 

                   引导                  依靠 

                   答疑                  提问 

                   塑造                  跟随 

                           巴拿巴和保罗 

 

第二级                    团契（使徒行传 2:40-47） 

           你的姓名 

                                                 

                        团契的名字 

 

第三级   他人（路加福音 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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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确据，自由，家庭生活 

展示爱 

分享爱 

给予希望 

 

跟从和看 

 

 

 

经文 – 阅读、学习、背诵、遵守、教导（第四课） 

祷告 – 崇拜、敬拜、感谢、询问、悔改、拯救 

圣灵 – 结果子、使用礼物、收获灵魂（第九课，

成为门徒） 

服事 – 爱、遵从、去、应用 

       “彼此” 

        （第九课，成为门徒） 

 

非信徒 – 寻找失落的 

1. 

2. 

3. 

4. 

5. 

   信徒 – 门徒训练 

1. 

2. 

3. 

4. 

5. 

 

                                             受训者 – 提摩太后书 2:2 

                           离开，开始另一个循环，不停地重复。 

 

 

 

重生 

加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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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恩格尔模式 

背诵经文：“学像基督” 

（腓立比书 3:7-11） 

 

悔改         邀请         重生         归入          合一 

     约一 1:9      启 3:20      约 3:3-8      约一 5:1-12     弗 1:1-14 

 

11. 成为和平之子 （路 10:5-6） 

10. 决定 （约 4:39-42） 

9. 对接受的挑战 （约 14:1-26） 

8. 评估改变和代价 （腓 3:7-11） 

7. 评估个人需要 （罗 12:2） 

6. 对个人的挑战 （路 18:18） 

5. 理解 （太 13:23） 

4. 福音知识（罗 1:20） 

3. 开始聆听 – 认识福音 （太 24:14） 

2. 不了解任何东西 （罗 1:21-25） 

1. 从来没有听闻 （罗 10:14） 

 

敌意的   封闭的   漠不关心的      赞同的   开放的   寻求的 

 

 

 

 

 

宣 告  

现 状  

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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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祷告和门徒训练，基督徒会继续成长。一个基督徒依靠着圣灵可以成长到什

么程度是没有局限的。 

 

              （成为门徒） 

10. 爱 --                  福音的实证 （约一 3:18） 

9. 受难 --                 与基督同死 （加 2:20） 

8. 服事 --                 福音的传播 （太 9:37；20:25-28） 

7. 礼物 --                 圣灵的教导和事工（林前 14:12） 

6. 果实 --                 圣灵的果子（加 5:22），善工（徒 9:36），

引导人归向基督（路 5:1-11） 

5. 充满 --                 在基督里（弗 5:18）-- 第十课 

4. 交托 --                 苦难（徒 9:16），牺牲（罗 12:1） 

3. 顺服 --                 在训练中成长（太 28:18-20） 

2. 洗礼 --                 加入到基督的肢体中，成为基督大家

庭的一员（罗 6:1-16） 

1. 确据 --                 奴役的解除（徒 19:17-19） 

 

悔改         邀请         重生         归入          合一 

      约一 1:9     启 3:20       约 3:3-8      约一 5:1-12     弗 1:1-14 

 

 

 

 

 

 

 

领 导 者  

门 徒  

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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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 

背诵经文：“在基督里活着” 

（西 2:9-12；罗 8:1-11） 

 

所需材料：一个大玻璃缸，一个小玻璃杯，一些积木（大小不一，好看的，可以

放进玻璃杯），一撮沙子和尘土 

准备：把大玻璃缸装满水 

1- 我曾经听说过他人被圣灵充满。我渴望自己也有

同样的经历。我开

始了早灵修（用玻

璃杯从玻璃缸中

舀一杯水），但是

到中午的时候我

只装满一半（晃动杯子，让水溅出来），随着各

种难处和试探，我

越来越空乏（继续

让水从杯子里溅

出）。 

2- 我读到以弗所书第

一章，书中谈及要

在基督里面。（把玻璃杯放入玻璃缸）现在水充

满了玻璃杯，而且玻璃杯在水里。（邀请一个人

上前，在不沾到水的情况下碰到玻璃杯。）当我

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撒旦是无法触及我们的。

（让那个人将杯子倒扣在水里。）之前，当杯子

不在水里的时候，我们晃动它，它就空了，现

在它一直都满的。 

在基督里：充满； 

被保护； 

基督生命的本质 

 

（加 2:20） 

被充满的需要；在基

督之外无效的举动 

 

（弗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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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杯子装满积木。当你将杯子从水里拿出）问

说：这杯子是满的吗？是，它装满了水；也不

是，因为积木排出了

一些水的体积。一些

人就活在被罪（积

木）所阻挡而无法被

圣灵充满的日子里。有些人甚至喜欢那些“美

丽”的罪。在你的心

中，有哪些东西占据

了本属于圣灵的地

方呢？你心中装的

是罪还是基督？水

已经从杯子里溢出

来，但是因为积木的

缘故，杯子只是半满。 

4- （把积木从杯子中取出，将杯子重新装满水，放

一小撮尘土在杯里，邀请一个人喝了这杯水。）

即使这尘土（罪）只有一点点，它也会影响了

一整杯水（人的整个生命），使它令人厌恶。 

 

5- （在水中摇晃杯子，试着将水从杯子里溅出来。）

像我这样在水中摇晃杯子，从杯子里溅出的还

是水。如果有人

使你生气，从你

口中而出的会

是什么呢？是

祝福，还是诅

咒？从基督而

来的是祝福。“父饶恕他们。”我也是以同样的

罪占据了本属于圣灵

的地方。满溢但没有

充满 

 

（来 12:1） 

雅 2:10 

约一 1:9 

来 12：1 

从内发出的 

必是 

与内一样的 

 

（雅 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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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对待生气的妻子、苛责的孩子、好争吵的

店主、和莽撞的司机吗？如果我出口的是苦的，

那我自己尝到的会是酸的，并不会甜。如果我

被基督充满，从我而出的只会是基督。 

6- （将装满水的杯子靠近某人，让她或他敲击杯

子。将杯子里的水溅出在他们身上。）在所有的

交往关系中，你所接触的人应该也被你生命中

的圣灵所影响。他们应该因接近你而感到被祝

福。即使他们动摇你。你传递了什么给周围的

人呢？ 

 

 

将一个瓶子丢入大海，让海洋拥抱它、充满它。将你的生命交托给基督。让祂充

满你，拥抱你，住在你里面。（约 17:1-26） 

使人到基督面前悔改，让基督将他们生命中的木块和尘土取出，全然将生命交托

给基督。基督在我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西 1:27）。 

 

结束祷告。 

万物有灵论 

万物有灵论概论 

背诵经文：“荣耀主耶稣的名” 

（徒 19:17-20） 

A. 定义 – 万物有灵论相信自然界万物都是有黑

暗灵性的，并在控制间影响其他的自然现象，因此它们要被不停地满足。 

1. 万物有灵论者如何看待上帝？ 

祂是好的。祂是造物主，但祂远离人类，与人类没有任何关系。 

2. 万物有灵论者如何看待罪？ 

所有的好的和坏的都来自于邪灵，因此，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当我们被推挤的时

候，其他人就得到 

祝福 

（创 12:1-3； 

西 1:27； 

罗 12:1-2； 

太 12: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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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物有灵论者如何看待人？ 

人时常被邪灵所操控。 

4. 万物有灵论者如何看待天堂？ 

没有天堂，只有痛苦比较少的地方。 

5. 万物有灵论者如何看待永生？ 

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和祖先们在一起。 

6. 万物有灵论者是否有地理界限？ 

万物有灵论因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阐释，每个阐释都有代表人物和

图腾。 

7. 基督教叫万物有灵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基督教相信上帝是好的、是光、是圣洁的。万物有灵论相信生命充

满了恐惧、黑暗、和无望。 

8. 万物有灵论者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是什么？ 

他们需要从恐惧的枷锁中得到释放，同时放弃用动物来献祭的活

动。他们需要找到希望。 

B. 万物有灵论者是如何看待基督？ 

他们不知道有基督。 

他们如何看待基督徒？ 

他们对基督徒有空间感，因为在他们眼中基督徒有特殊的能力。 

 

向万物有灵论者传讲福音时要做的事： 

1. 将万物有灵论者与基督的救赎做比较 

2. 用福音的真实性来打破万物有灵论的虚假谎言（林后 10:5） 

3. 以上帝的话语来战胜黑暗和迷信 

4. 在撒旦的领地中建立各种教会 

5. 用圣经的故事来传播福音 

 

向万物有灵论者传讲福音时不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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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使用他们的解释，要使用圣经的解释。 

2. 不参加他们的仪式。 

3. 不用文明或教育来替代救赎。 

4. 不要将万物有灵论和真正的信仰混淆。 

5. 不要对巫师的力量心存疑虑。用祷告为事工保驾护航。 

 

智慧：学习、倾听和活在光中。只有上帝才能帮助我们成为祂的样式，而不是依

靠人的行动、接受洗礼、属灵的规则、习惯、仪式、善工、或在教会中的职分。

相反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工使我们像祂（腓 1:7-10）。圣洁不是灵性的

源头，而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动工的结果（约 17:10-12）。 

 

书籍 

 理解民间宗教 --- Paul Hiebert 

 灵的世界 --- David Burnett 

 向部族宗教传播福音的关键 --- Ann Dunagan 

 战胜黑暗 --- Neil Anderson 

 破除枷锁的人 --- Neil Anderson 

 在基督里我是谁 --- Neil Anderson 

 布道大计 --- Dr. Robert Coleman 

 门徒训练 --- Dr. Robert Coleman 

 

网络 

 www.harvestreport.net/tribalreligions.htm 

 www.DiscountBookSale.com 

 www.cmalliance.org/ministries 

 

 

 

 

http://www.harvestreport.net/tribalreligions.htm
http://www.discountbooksale.com/
http://www.cmalliance.org/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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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佛教概论 

背诵经文：“相信主” 

（诗篇 115: 2-13） 

 

A. 定义: 佛教是建立在乔达摩·悉达多的教导上, 其主要教义是众生皆苦，但有一条

道可使人逃脱苦难人生。 

 

1. 佛教徒如何看待上帝? 

         他们对神没有太多的在意，但是他们相信人通过苦难可以觉悟，然后 

         可以入灭即进入极乐世界。           

2. 佛教徒如何看待罪？ 

所有对生命有害的，不管是什么表现形式，都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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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佛教徒如何看待人？ 

人生来只是个生物，但是通过冥想和轮回，人可以逐步提升自己进入

佛的境界，即入灭。 

4. 佛教徒怎么理解天堂？ 

他们相信“入灭”—不生不灭。他们相信佛陀的教导为佛法，追随佛

法的人称为僧众。 

5. 佛教徒怎么理解永生？ 

他们相信“入灭”，在那里不生不灭。 

6. 佛教有区域差别吗？ 

每个佛教分支都吸收其所在区域的文化和民族特性。 

可以用同一方法向不同国家的佛教徒传播福音吗？ 

可以，但是要注意本土差异。 

7. 基督教和佛教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基督教寻求人与上帝的关系。佛教追求人由修行觉悟而进入不生不灭

的境界。 

8. 佛教徒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是什么？ 

佛教徒希望通过他的修行可以觉悟，离开肉身的束缚而进入到不生不

灭的境界。 

 

B．佛教徒如何看待基督？ 

基督对于佛教徒来说可能只是一位睿智的老师，他可以指导通向光明的道 

路。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十分接近的。 

佛教徒如何看待基督徒？ 

基督徒被看作是非常温顺的。我们要用非常温和的言语、动作、和问候来 

和他们接触，特别是要以十分谦卑的态度对待他们的长老和属灵长辈。 

 

向佛教徒传福音时要做的事： 

1． 辨明他对佛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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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旧约圣经中智慧书的内容 

3． 多谈罪性、犯罪感，而不是罪的行为 

4． 使用佛教“八正道”— 正见解、正思想、正语言、正行为、正职业、

正精进、正意念、正禅定，来展现人与基督的合一。 

5． 学习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佛教文化和佛学修行方式是不同

的。 

 

向佛教徒传福音时不能做的事： 

1． 不要贬低他们的生活方式 

2． 不要期待从佛教角度的解释 

3． 不要表现出侵略性的态度 

4． 不要进行宗教辩论或比较 

5． 不要做现场展示，不要做一对一的宣教。要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 

 

书籍 

 

 耶稣在新时代，达赖喇嘛的世界 --- Tsering 

 佛教的佛 ---  David Burnett 

 在佛教徒的世界里分享耶稣 --- Lim, Spaulding, De Neui 

 佛教徒和基督徒的对话：彼此重生和转变 --- Paul Ingram and 

Frederick Streng 编辑 

 与一个佛教徒分享你的信仰 ---Madasamy Thirumalai 

 

   网络 

 www.truthnet.org 

 www.lausannorg/pattaa-1980/lop-15.html 

    

   文章 

http://www.truthnet.org/
http://www.lausannorg/pattaa-1980/lop-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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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旧约中的智慧书传福音给佛教徒 --- Keith Carey 

 

 

 

 

 

 

 

 

 

 

 

 

 

 

 

 

 

印度教 

印度教概论 

背诵经文：“服事主” 

（约书亚记 24:14-24） 

 

A. 定义：印度教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演变出许多分支和派别。通过轮回，

人的灵魂可以重新投胎，依据因果报应，直到从轮回中得到解脱。 

 

1. 印度教教徒如何看待上帝？ 

印度教有三大主神：梵天—创造之神；毗湿奴—保护神；湿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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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印度教是多神崇拜，因此有成千上万的神佛。 

2. 印度教徒如何看待罪？ 

罪使人在轮回的时候进入低等的道。在印度教中没有饶恕、赦免、恩

典、和赎罪。 

3. 印度教徒如何看待人？ 

人是生命轮回圈中的一环，是无始无终的，除非最终他脱离轮回圈不

再回来。 

4. 印度教徒怎样看待天堂？ 

没有明确的天堂的概念，只有解脱。 

5. 印度教徒如何看待永生？ 

印度教徒相信轮回是无始无终的，直到通过修行获得解脱。 

6. 印度教有区域差别吗？ 

印度哲学只要有六大学派：数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吠檀

多派、弥曼差派。 

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向不同区域的印度教徒传播福音吗？ 

可以，但是要注意当地的风俗。 

7. 基督教和印度教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基督教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一本圣经，一个信仰，一个救赎，一次洗

礼，和一个天堂。印度教却有无限的。 

8. 印度教徒有哪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 

印度教徒希望可以获得好的轮回，是通过正确的生活方式，即遵守教

规所规定的。 

 

B. 印度教徒如何看待基督和基督徒？ 

印度教徒不知道基督。基督徒被印度教徒迫害，因为他们背叛了印度教的

信仰和造了低等的业。 

 

   向印度教徒传福音要做的事： 

1. 用基督教中与基督合一的理念来教导印度教的吠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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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尊敬他们的生命哲学，但与动物灵魂区别对待。 

3. 解释轮回和基督复活。 

4. 使用善工作为基督教社会和家庭事工的基础。 

5. 教导他们救赎是基于信仰而不是人所做的工。 

 

   向印度教徒传福音不能做的事： 

1. 不要取笑印度教定义的业或其他任何印度教的观点。 

2. 不要将信徒暴露在危险之中 

3. 不要不使用一些特殊的机会宣教，如家庭聚会、聚餐、大型音乐会，

甚至印度教的节期来举行会议或祷告会。 

4. 不要沿袭旧的种姓制度。印度国会在 1950 年已经投票废除种姓制度。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5. 不要期待印度教徒给予清晰的解释。 

6. 不要在他们面前吃肉；这可能会影响到你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书籍 

 Hinduism: A Brief Look at Theology, History, Scriptures, and Social 

System with Comments on the Gospel in India --- H. L. Richard 

 

 Rethinking Hindu Ministry- H.l. Richard; 1-800-MISSION; ISBN 

978-0-87-808-512-5 

 

 

 Building Christianity on Indian Foundations by Timothy C. Tennant 

(2000, ISPCK) Delhi. 

   网络 

 www.lausanne.org/pattaya-1980/lop-14.htm 

 www.harvestreport.net/hinduism.htm 

 www.operationindia.org 

 www.missionbooks.org 

 

 

http://www.lausanne.org/pattaya-1980/lop-14.htm
http://www.harvestreport.net/hinduism.htm
http://www.operationindia.org/
http://www.missionboo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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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简介 

伊斯兰教概论 

背诵经文：“不一样的基督” 

（哥林多后书 11:2-6） 

 

A. 定义：穆罕穆德·哈希姆建立的伊斯兰教是基于五个核心上： 

1. 清真言 – “除了真主阿拉之外没有别的神，穆罕穆德是

真主最后的使者；” 

2. 萨拉赫，即礼拜 – 洁净举动、规定姿势、及祷告仪式 

3. 天课，即施舍  

4. 斋戒 – 禁食，特别是在赖买单月 

5. 朝觐 – 到麦加的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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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斯林如何看待上帝？ 

上帝是唯一的，是造物主，是好的。上帝不是个人的。 

2. 穆斯林如何看待罪？ 

每个人都犯了罪；罪必须要通过人的善工才能抵消。 

3. 穆斯林如何看待人？ 

人需要解决自己身上的罪。 

4. 穆斯林眼中的天堂是怎样的？ 

每个人都想去天堂，但是没有保证。 

5. 穆斯林相信永生吗？ 

他们想去天堂，但是没有救赎的确据。他们希望真主阿拉怜悯

他们。 

6. 伊斯兰教具有地域性吗？ 

是的。 

伊斯兰教有派别吗？ 

是的，它有许多派别。如：逊尼派、什叶派、舒非派、等等。 

可以使用同一种方式向不同派别的穆斯林传将福音吗？ 

可以，但是要注意当地的风俗。 

7.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穆斯林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他们的信仰中没有“恩典”；他们

相信可以通过人的善工获得救赎。 

8. 穆斯林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是什么？ 

穆树林需要被医治和饶恕。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寻找基督徒为他

们向耶稣祷告而获得医治。在伊斯兰教中，只有通过 Isa Al-Masih 

（耶稣）才能得到拯救。 

 

B. 穆斯林如何看待基督？ 

可兰经中提到基督是颁布神计划的先知。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阿

訇告诉他们的，而阿訇通常也不明白可兰经上所提及的耶稣。他

们不相信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以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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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里复活。 

他们如何看待基督徒？对于穆斯林来说，基督徒是异教徒，是不

被接受的，特别是那些本来是穆斯林而后成为基督徒的。 

 

  向穆斯林传福音要注意的事： 

1. 过圣洁的生活。男人向男人作见证，女人向女人作见证。 

2. 尊重他们的信仰、穆罕穆德、及可兰经。 

3. 问问题，讲故事。 

4. 交朋友。把注意力放在彼此都赞同的地方。 

5. 宣告基督，而不是某一文化的信仰。 

6. 谈论得胜的生命。 

    

  向穆斯林传福音的禁忌： 

1. 不要说为他们祷告，而是为他们祝福。 

2. 不要与他们争论。 

3. 不要携带圣经与他们会面。当他们要求阅读圣经的时候，赠送他们。 

4. 不要使用超过两分钟的时间与陌生的穆斯林交谈。 

5. 不要与一群穆斯林面谈，一对一是最好的方式。 

 

  如何为穆斯林祷告？ 

      祷告上帝自己向穆斯林显明。祂通常会启示在异象中。 

 

  书籍 

 The Camel - Kevin Greeson 

 30 Days Muslim Prayer Focus - WorldChristian.com (annual) 

 Inside Islam – Reza F. Safa 

 Jesus and Muhammad – Mark Gabriel 

 Simple Obedience (Part 1) – David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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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ges to Islam – Phil Parshall 

 Building Bridges – Fouad Elias Accad 

 The Crescent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Cross – Nabeel Jabbour 

 A Muslim’s Heart – Edward Hoskins 

 

   网络 

 www.newlifeministries-nlm.org/online/muslims.htm 

 http://www.frontiersusa.org/site/PageNavigator/learn/learn_recom

mended_resources 

 www.lausanne.org/pattaya-1980/lop-13.html 

 www.lausanne.rg/pattaa-1980/lop-49.html 

 www.sat7.org 

 http://www.crescentproject.org 

 

   从事穆斯林宣教事工团队： 

 Frontiers – Called to pray 

 International Teams – mm.iteams.org/info@iteams.org 

如何面对迫害 

背诵经文：“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要受迫害” 

（提摩太后书 3:12） 

   保罗在他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中说到，那些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将

要受迫害。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将有苦难……”彼得，当写到他受

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说，“你们蒙招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

留下榜样，叫你们跟着他的脚踪行。” 

   我曾与来自印度各地的领袖在德里相聚。在一次祷告中，一个领袖请求上帝

让他经历迫害！他知道迫害通常带来许多人的救赎。这样的祷告不仅在印度，而

且在世界各地都被印证。基督徒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受着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们

应该如何面对呢？ 

   几年前，我在印度国会与前任国会议员会谈。他列举了印度基督徒对待压迫

http://www.newlifeministries-nlm.org/online/muslims.htm
http://www.frontiersusa.org/site/PageNavigator/learn/learn_recommended_resources
http://www.frontiersusa.org/site/PageNavigator/learn/learn_recommended_resources
http://www.lausanne.org/pattaya-1980/lop-13.html
http://www.lausanne.rg/pattaa-1980/lop-49.html
http://www.sat7.org/
http://www.crescentproject.org/
mailto:mm.iteams.org/info@itea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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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种方式：对立法施加压力，进行示威游行来反对，以及欣然接受。他说最具

影响力的方式是第三种。 

   保罗十分明确的教导我们要如何面对迫害。他的标准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

但是结果却是成功的；那就是，将会引导人们归向基督。在罗马书 12:9-21 节中，

他写到基督徒应该“不可为恶所胜，而要以善胜恶。”他勉励我们“在患难中要

忍耐，祷告要恒切……”保罗进一步告诉我们要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不应该

有任何复仇或报复的念头，因为这是与恶行一样的错误行为。他总结说我们不能

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冲着被迫害而去的呢？不是，但是这却是意味着我们要

明白迫害在前方等待着我们，而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属神的喜乐；我们可以超越

它。最完美的例子就是基督，他甘心乐意走向十字架，在朋友和敌人面前像罪犯

一样被公开的羞辱，最后死在罪犯中间。上帝用祂独生爱子的死而复生征服了死

亡，为世界上所有信他名的人换得永生。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祂到今日仍

在动工，我们需要理解，上帝是为那些杀害祂的人流血、死亡。同样的，那些迫

害教会的人恰恰是最需要基督和救赎的。 

   让我们祷告上帝使用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迫害引人归向祂，特别是那些毁谤中

伤祂和使用暴力胁迫我们的人。 

策略计划 

背诵经文：“教会成长” 

（使徒行传 9:31） 

 

当筹划策略计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记两件事： 

 不同水平的责任及联系 

 使徒行传 1:8 中提到的不同地理区域 

 

       水平： 

A. 个人的 – 应该怎样在个人生活*中应用使徒行传 1:8 所教导的信  

         息？按重要性排列个人生活内容。（*与祷告、时间、才能、  

         收入、及空暇的关系） 

B. 家庭的 – 我有哪些计划呢？我应该要如何让家人见证使徒行传 1:8

的信息呢？ 

1 



 
 

40 

C. 教会或小组 – 我要如何引导事工小组宣扬和见证神的爱，并实践使 

             徒行传 1:8 所传达的信息？ 

D. 宗派 – 在国家和国家水平上，我为我所在的宗派做了哪些策略计划

来向 7 亿人展现神的爱与恩典、以及祂与人的同在？ 

E. 支持团队 – 我与支持团队的关系如何？（福音资源、全球祷告日、

祷告学校、洛桑会议、圣经团体、校际合作、校园十字军等各种国

际和地区团队）我应该要如何与他们合作来实现： 

 约翰福音 3:16？ 

 最大的诫命 – 马太福音 22:36-40；马可福音 12:29-31？ 

 大使命 – 马太福音 28:18-20；马可福音 16:15-18；路加

福音 24:45-49；约翰福音 20:21-23；使徒行传 1:8？ 

 

 

       区域： 

A. 耶路撒冷 – 我的中心和驻地 

B. 犹大 – 我的国家 

C. 撒玛利亚 – 临近的国家或敌人 

D. 地极 – 全球的 7 亿人 

 

   在这五个相关的水平和四个地理区域，我们要用整个生命来完成这个行动计

划，直到耶稣再来或神呼召我们回会天家。 

   愿上帝帮助我们传递这一异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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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文、和书籍 

 

网络： 

1. www.erinfo.org 

2. www.er-coursesonline.org 

3. www.er-worldonline.org 

4. www.biblegateway.com 

5. www.brigada.org 

6. www.businessasmission.com 

7. www.capuscrusade.com (耶稣电影) 

8. www.ccci.org (校际联盟) 

9. www.chistiananswers.net 

10. www.collegeofprayer.net 

http://www.erinfo.org/
http://www.er-coursesonline.org/
http://www.er-worldonline.org/
http://www.biblegateway.com/
http://www.brigada.org/
http://www.businessasmission.com/
http://www.capuscrusade.com/
http://www.ccci.org/
http://www.chistiananswers.net/
http://www.collegeofpray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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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ww.crescentproject.org 

12. www.findabible.net 

13. www.forntiers.org 

14. www.globaldyofprayer.org 

15. www.globalopps.org 

16. www.globalrecordings.net 

17. www.intervarsity.org 

18. www.lausanne.org 

19. www.missionbooks.org/williamcareylibrary/home.php 

20. www.navigators.org (初信栽培) 

21. www.navpress.com  www.uscwm.org 

22. www.omusa.org/resources 

23. www.tentmakersnternaional.info 

24. www.wmpress.org 

25. www.ywam.org 

 

  书籍： 

1. 圣经 

2. 《基督日报》 

3. 一本索引 

4. 灵修书籍或读物 

5. 《竭诚为主》 – 章博斯 Oswald Chambers 

6. 一本赞美诗 

7. 读经会灵修 

 

 值得一读的： 

1. 宣教士传记 

2. 《认识伊斯兰》 

3. 《大使命公司》—斯蒂夫·兰德 

http://www.crescentproject.org/
http://www.findabible.net/
http://www.forntiers.org/
http://www.globaldyofprayer.org/
http://www.globalopps.org/
http://www.globalrecordings.net/
http://www.intervarsity.org/
http://www.lausanne.org/
http://www.missionbooks.org/williamcareylibrary/home.php
http://www.navigators.org/
http://www.navpress.com/
http://www.uscwm.org/
http://www.omusa.org/resources
http://www.tentmakersnternaional.info/
http://www.wmpress.org/
http://www.yw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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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带职事奉》 

5. 《跨文化：宣教之旅提要》 

6. 《姿势》 

7. 《简明世界宗教指南》 

8. 《破开枷锁》 

9. 《胜过黑暗》 

10. 《在基督里我是谁》 

11. 《一句经节传福音》 

12. 《生命之桥》 

13. 《伊斯兰 101》 

14. 《向着万民：有效带职事奉指南》 

15. 《圣经特工队》—安德烈 

16. 《为失落者有效的祷告》 

 

 

 

背诵经文： 

  培养背诵经文的习惯，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复述经文的出处。 

1. 约翰福音 3:16 

2. 马太福音 7:13-14 – 大路和窄路 

3. 约翰福音 14:3，罗马书 3:23，约翰一书 1:9，启示录 7:14，彼得后书 3:8 

4. 大诫命 – 马太福音 22:36-40，马可福音 12:28-34，路加福音 10:25-28，

申命记 6:5 

5. 大使命 – 马太福音 28:18-20，马可福音 16:15-18，路加福音 24:45-49，

约翰福音 20:21-23，使徒行传 1:8，诗篇 2:8 

6. 祷告 – 路加福音 11:1，马太福音 9:37-38，路加福音 2:8 

7. 哥林多前书 10:13 

8. 腓立比书 3:10；4:13 

9. 以赛亚书 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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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撒迦利亚书 4:6 

11. 这本手册上所有的背诵经文 

 

 

 

 

 

 

 

 

 

 

 

 

 

 

七阶灵魂拯救 
 

 

 

 

 

 

 

 

 

 

 s even- 
tep 
oul 



 
 

45 

 

 

 

 

 

 

 

 

作者: 

Thelma Braun 

 

 

 

 

 

 

 

前言 

书籍和一本特殊的书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书籍和学习材料。智慧的所罗门曾经说过，“著书多，没有穷

尽”（传 12:12）。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电脑和现代出版技术包围下的

我们更加认识到这句话的真理性。 

   从这些出版书籍中所学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上帝所

赐给我们的头脑需要不停地汲取知识来促进其发展。圣经教导我们“应当竭力，

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提后 2:15）。 

   再好的书籍，也不能长久地帮助我们。许多好书都被弃置或遗失。书页会变

黄、起卷、老化。书本上曾经给我们许多帮助的知识会被忽视，甚至于被遗忘。 

   只有一本书，在历史长河中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会继续保留下去，

eminar 
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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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生命之书，上面记载的是会发生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先知但以理谈

及那些被记录在这本书上的：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 12:1）。启示录 21

章详尽描述了天堂的景象，而那些要进入天堂的被列在 27 节，只有名字写在羔

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把你的名字写在这本书上意味着在未来永恒的日子里你

将与基督同活。世上没有任何一本书的价值可以与上帝亲手书写的比拟。 

   如果你的名字被写在这本书上，你就要感谢上帝所赐予你的永恒生命。这是

多么大的礼物啊！但，这只是个开始。现在，你拥有特权，同时也有责任，向你

的家人、邻居、社区、及那些名字没有没录入生命册的人传福音。这是聪明人做

的事情 – 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 11:30）-- 这行为的本质是你将把那些人从

地狱中救出来。那么，你要如何做呢？ 

   这本小册子通过七个课程来指导你要如何做。这七个课程将帮助你打开与他

人分享生命之道的大门。你将要引导那些不明白真道的人如何把自己的名字写在

那本不可思议的生命册上。仔细阅读这本册子，认真学习它们所描述的方法，并

付之实践。 

   你可以引导多少人把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呢？（路 12:18-20） 

 

 

第一阶    原因 

 

少部分人被上帝呼召成为布道者，但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被呼召成为拯

救灵魂的人。你必须要引领你的团队加入到这一使命中。 

 

“灵魂救赎是在特定的努力下、在特定的时间里、引导特定人接受一个特定的救

赎主。”—比利 

 

1. 成为灵魂救赎者的原因 

a. 灵魂的价值 – 马可福音 8:35-38 

b. 地狱的真相 – 路加福音 12:4-5 

c. 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牺牲 – 彼得前书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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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这个世界的愚昧和无知 – 彼得前书 1:24-25 

e. 决意要在天堂里使家庭完整 – 帖撒罗尼迦前书 4:16-17；约翰福音 10:16 

f. 天堂的荣耀 – 约翰福音 14:2-3 

g. 将要赐给信实的灵魂救赎者的荣耀冠冕 – 但以理 12:3 

 

2. 灵魂救赎者的要求 

a. 他们必须确认自己的得救 – 彼得后书 1:10-11 

b. 他们要有圣洁的生活 – 彼得后书 3:14 

c. 他们因着圣灵的爱而做事工 – 彼得前书 1:22-23 

d. 他们要有圣经基础知识并懂得如何使用圣经 – 提摩太后书 2:15 

e. 他们要是祷告精兵 – 以弗所书 6:18 

f. 他们要被圣灵所充满 – 以弗所书 5:18 

g. 他们要怜悯失散的灵魂 – 犹大书 23 

 

讨论：为什么以上列出的需要是重要的？ 

    

第二阶   如何见证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作见证的机会是偶然发生的。我们的神不希望有人灭亡，祂希

望所有人都悔改（彼后 3:9）。上帝渴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把这记在心上，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见证基督。 

 

1. 如何见证 – 

a. 为上帝作见证的人是得救的基督徒 – 罗马书 5:9-11 

b. 简练的说明你的转变和生命的变化 – 诗篇 51:12-13 

c. 谈谈你所经历的被上帝应许的祷告 – 诗篇 50:15 

d. 分享基督如何使你知足 – 诗篇 107:8-9 

e. 谈谈个人胜过罪和试探的经历 – 约一 5:4-5 

f. 分享你最喜欢的经文，及上帝如何通过某一处经文来启示你  



 
 

48 

g. 与你的朋友分享基督的福音。 -- 罗马书 1:16 

h. 邀请他们来看 – 约翰福音 1:29-51 

i. 引导他们跟随耶稣 – 马太福音 4:12-25；马可福音 1:16-20 

2. 向基督忏悔的阻碍 – 

a. 人的胆怯 – 提摩太后书 1:7；约翰一书 4:18；腓立比书 4:13 

b. 害臊 – 提摩太后书 1:8 

c. 不圣洁的生活 – 提摩太后书 1:9 

注意：阅读以西结书 33:8 来警醒不作见证的危险！ 

3. 形成你自己的见证 

最有力量的见证是你自己所经历的、与基督之间个人关系的转变，并这转

变是如何影响到你的生命。那曾经瞎眼的在宗教领袖们面前见证，“有一

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约翰福音 9:25）。有些

人可能对圣经反感，总是辩论圣经教义或观点，但他们无法驳斥被基督所

改变的生命。 

 

 

a. 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你的生命是怎样的。描述你在归向基督之前

的生命，如对生命无知、无望的感觉。谨记不要过度强调某种罪，

不要颂赞罪恶的生命。 

b. 描述你在何时何地接触到耶稣，你为什么决定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

救主。当你在述说的时候，祷告圣灵在听众的心里动工。 

c. 告诉他们从你成为基督徒的那天起生命开始改变。分享你成为天堂

公民的喜悦，特别指出上帝在什么地方改变了你。 

d. 使用圣经经文。 

 

作业：各用一段话写出上面列出的每一点。请求上帝来帮助你做最有效的见证。 

 

 

 

你的个人见证要包括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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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   四大属灵之律 

 

就如自然之律规范着宇宙万物的生存与发展，属灵之律则引导着我们与神的关

系。这种宣教方法教导了四个属灵之律。这些律法必须按下文的次序排列，因为

它们是循序渐进的。你可以在圣经上标记出这些律法以帮助记忆。 

 

       上帝爱你，祂为你预备了最好的人生计划。（约翰福音 3:16；10:10） 

 

       人犯了罪，与神分离。因此，他们无法知道和经历神的爱以及祂为人而 

       预备的计划。 

 

       耶稣基督是上帝为人预备的唯一救赎。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知道并 

       经历神的爱和祂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计划（罗马书 5:8，哥林多前书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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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约翰福音 14）。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并经历神

的     的爱和祂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计划（约翰福音 1:12，以弗所书 2:8-9，约 

       翰福音 3:18，启示录 3:20）。 

 

       询问听众是否愿意接受基督，并为那些愿意的人祷告。 

 

作业：背诵四大属灵之律，在同学面前操练演示。 

 

 

 

 

 

 

 

第四阶  通往救赎的罗马大道 

 

通往救赎的道路可以用罗马书中的经文来解释。如同四大属灵之律需要按秩序排

列一样，这罗马大道也要有次序。这种宣教见证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所有要用的

经文都集中在一本书上，查询起来相对容易和方便。在你演示完以下四个方面之

后，不要忘记询问听众是否愿意接受基督为救主，并为他们祷告。 

 

      人的需要 – （罗马书 3:23）世人都犯了罪，都需要被饶恕。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的惩罚 -- （罗马书 6:23）罪的惩罚是死。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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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预备 -- （罗马书 5:8）上帝用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 

              们显明了。” 

 

      人的回应 -- （罗马书 10:9）承认自己的罪，相信基督，接受神的饶恕。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作业：在你的圣经上标记出以上四节经文，背诵它们。 

 

 

 

 

 

 

 

第五阶   五指宣教法 

 

简单的宣教方法并不要求特殊的书籍或道具。我们可以用一只手的五个手指头来

解释神的救赎大计。这种方法要求你要背诵相关的经文，十分有实践性，你可以

随时随地分享福音。 

 

      大拇指 – 上帝爱你。（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祂的，不 

               致灭亡，反得永生。” 

 

      食指 – 人犯了罪。（罗马书 3:23）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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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 – 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前书 15:3,4） 

                “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 

                 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无名指 – 相信基督为你的罪而死。（约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 

                  儿女。” 

     

      小拇指 -- 在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永恒的生命。（罗马书 6:23） 

                  “因为罪的工价那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里面，乃是永生。” 

 

鼓励听众做决定，为他们祷告。 

 

 

 

第六阶  做标记的新约圣经 

 

一本标记出有关救赎经文的新约圣经是很值得与人一起阅读的。阅读它的人会很

感激你做的预备工作。你可以将标记号的圣经交给听你见证的人，邀请他们按着

标记来阅读。下文是标记圣经的步骤。你可以按着相同的步骤标记出你喜欢的经

文，但是要注意不能超出六个步骤，因为那样对初信的人来说太复杂。 

 

        将带有标签 1 的贴纸贴在第一节经文所在页的顶部，罗马书 3:23。你 

        可以用色笔在圣经上划出该经文。 

 

        在边缘处写上“见   页 2 ”，标明罗马书 6:23 的页码。 

 

        用同样的方式将剩下的经文都标记好：约翰福音 1:12；约翰一书 1:9；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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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 3:20；约翰一书 5:10-13。 

 

        当你和听众一起完成阅读以上经文之后，给予听众机会祷告、接受基督。 

 

作业：准备新约圣经的标签，与一位同学练习分享福音。 

 

 

 

 

 

 

 

 

 

 

 

第七阶   无字书 

 

你可以用圣经和这本小册子宣讲上帝的救赎大计，让听众与你互动。括号里的圣

经经文是为你自己的学习而准备的。作见证时，只应适当引用少数几节经文。谈

话时，从介绍你自己开始；了解听众的名字，以便在其后的对话中可以直呼他们

的名字。讲述下文故事的时候，要声情并茂。因为，这对于你的听众来说经历的

是救赎之旅。 

 

 

   故事的开始 

  你有见过不带任何文字和图片的书吗？（翻动手上的小册子，书页上只有 

  颜色。）这本带色彩的小册子讲述的是圣经所记录的那位造物主的故事。   

  我叫它无字书。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故事的一个部分。你愿意听听吗？（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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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听众回应） 

 

   翻开金色的书页 

  （经验告诉我们从金色开始，强调神的爱。） 

这金色让我想到天国。你知道天国是什么吗？（等待听众回应）天国是神的家。

圣经告诉我们，天国里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启 21:21）。上帝还告诉

我们有关祂家的许多事。在那里没有病痛，没有死亡。那里没有黑夜。天堂里的

每一个人都是完完全全喜乐的（启 21:4-23）。最重要的是，天父和圣子耶稣 – 我

们的主基督，在那里。 

神造万物。祂也造了你。祂爱你。圣经上记着，“神爱世人……”（约 3:16）。这

指的是祂爱每一个人 – 包括你和我。因为上帝造了你、爱你，祂渴望你成为祂

家庭中的一员，与祂在天国相聚（约 14:2）。天国是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那里

是完美的，因为神是完美的。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能在天国出现的。 

 

   翻开黑色的书页 

（用这页来强调人的属灵需要。当你谈到罪的时候，祷告圣灵触动听众的心， 

  使他们认罪。） 

这件事就是罪。这黑色代表的是罪。因为你我都是罪人，我们想要走自己的路而

不是神的道。做、说、或想坏事是罪。罪是违背上帝在圣经中所定的律。罪在我

们的世界中引发悲伤。你可以列举一些罪吗？（等待听众回应）你知道我们都是

罪人吗？神说，“世人都犯了罪”（罗 3:23）。都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和

我。罪使我们与神分离，因为祂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罪。上帝与罪不能共存。 

神说是罪就要被惩罚。罪的惩罚就是死 – 永远离开上帝（罗 6:23）。上帝知道依

靠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从罪中脱离出来。你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到神面前。但

是上帝爱你，祂渴望你成为祂的孩子。所以祂造了一条路让你得饶恕。 

 

   翻开红色的书页 

（通过这页来强调救赎之路是基督的鲜血铺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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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红色的书页就指明了这条路。上帝是如此爱你，祂将自己的独生子，主耶稣基

督，从天国差派到世上。他以人的样式降生为一个小婴儿。他慢慢长大成人。耶

稣与住在地上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犯罪的事情，他是完美的。 

但是，软弱的人将一个荆棘王冠戴上了他的头，还把主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圣经

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把你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赛 53:6）。

你所有的愤怒、所有的谎言、所有的卑劣行为 – 所有的罪都放在了神独生子的

身上。 

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什么从他的手上和脚上流出来？（鲜血）圣经上记

着说，没有鲜血就没有罪的赦免（来 9:22）。耶稣把本应是你受的死亡之罚扛在

了他自己身上。他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他大声哭道，“成了。”主耶稣来到世上担

当了你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使命。圣经说，“基督因你的罪而死……

并被埋葬”（林前 15:3）但是三天之后更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使他从死里

复活。耶稣是活着的救赎主（林前 15:4）。他渴望成为你的救赎主 – 将你从罪中

救赎出来。 

（询问听众的决定和祷告需要。） 

   翻开空白页 

     （用这一页来强调听众所扮演的角色 – 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个人救赎

主。） 

 

这一页告诉我们，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洁净的，没有任何罪（诗 51:7）。

上帝在圣经中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邀请听众一起将整节经文读出来。）“神爱

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是的，上帝爱你。上帝说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就不会灭亡—你就不会与神永远分

离。祂将饶恕你的罪，使你在神面前洁净。上帝说，“一切信他的。”我们可以把

你的名字填在“一切”的位置上，如果你相信耶稣是救赎主，他就给你永恒的生

命。这就是你在天国中与上帝在一起所拥有的那种生命。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

的个人救赎主，他将饶恕你的罪，与你同在，赐给你力量遵循上帝的旨意。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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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告诉耶稣你是个罪人，你相信他为你的罪死了。圣经说，如果你认罪悔改，

你的罪就得以涂抹（徒 3:19）。圣经还说到，信主耶稣就必得救（徒 16:31）。你

愿意现在和我一起认罪悔改吗？（如果听众回答“是”，就与他们一起做悔改祷

告、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翻开绿色的书页 

     （强调属灵成长） 

绿色代表了生命，就像绿叶、绿草、和绿树。这页让我想到了你从上帝那里领受

的新生命。当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赎主，拯救你脱离罪的捆绑，你在

神的家庭中就是一个新生儿。上帝希望你健康成长。圣经说，“你们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 3:18）。当你从圣经中不断地学到有

关耶稣的知识，你将学会如何远离罪（诗 119:11）。每天都请求耶稣来帮助我们

遵循他。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到神面前认罪。祂会赦免你。圣经记着说，“我们

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

义”（约一 1:9）。祷告祂来帮助你不要让同样的错误再一次发生。 

（引导听众感谢上帝允诺给他们的帮助。） 

 

1. 与神沟通 – 祷告 （帖前 5:17）。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 

2. 聆听神的话语 – 通过阅读和背诵学习神的话语（诗 119:11）。 

3. 为神说话 – 见证或传讲福音（可 16:15） 

4. 敬拜神 – 参加教会、主日学及小组（来 10:25） 

 

   在听众们离开之前， 

1. 发放小册子或相关联的课程资料 

2. 邀请他们对耶稣基督做个感恩祷告 

3. 为听众祷告，与他们一起祷告，让他们祷告 

4. 留下听众的联系方式以便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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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持续性学习 

   The Mailbox Club 

   404 Eager Road 

   Valdosta, GA 31602 

   USA 

   E-mail: info@mailboxclub.org; email@mailboxclub.org 

   E-mail in Africa: fjboshoff1812@gmail.com 

 

成人持续性学习 

   Emmaus Correspondence Course 

   ECS Ministry 

   P. O. Box 1028 

   Dubuque, IA 52004 

   USA 

   E-mail: www.ecsministries.org 

 

 

 

 

 

 

 

 

 

 

赢得 3 个朋友 

 

  如果你是热心的、属神的百姓，而且你愿意签下这个约，为上帝赢得 3 个灵魂，

请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 

 

1. 花时间祷告，请求上帝指示给你那三个将要被你引导归向基督的人。 

2. 每天为那三个人的救赎祷告多次，并祈求上帝引导你在正确的时间给他们

作见证。 

3. 祷告你可以拥有圣灵赐下的勇气解释上帝所做的，让你所说的神的爱可以

触动你的朋友。 

4. 全心仰望、依靠神，有耐心。探访你这三个朋友。邀请他们去教会。展示

上帝所做的工。不要放弃他们。确认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里扎根，小心浇

灌，耐心呵护。不要忽略引导他们，为他们祷告，听他们祷告。 

 

主，我承认 – 

mailto:info@mailboxclub.org
mailto:email@mailboxclub.org
mailto:fjboshoff1812@gmail.com
http://www.ecsministri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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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和我邻舍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 罗 5:8）。 

 当我转向你、信靠你的时候，你拯救了我；当我的邻舍转向你、信靠你的

时候，你也拯救他们（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就进到他那里去 – 启 3:20）。 

 我转向你是因为有人在我生命中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并浇灌它成长；我的邻

舍也将转向你，如果有人在他们生命中播下福音的种子并浇灌（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它生长 – 林前 3:6）。 

 因你拯救了我，我才可以引导我的邻舍归向你（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

你们去结果子 – 约 15:16）。 

 我要开始祷告和计划，为了基督去了解、去教导、去说服、去赢得我的邻

舍（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 约 9:4） 

 我在你面前立下庄重的誓言，我要开始为你赢得三个灵魂。靠着圣灵，我

宣告我决心在他们心里种下福音的种子，有用祷告来浇灌，爱他们。为此，

我举起我的手立誓。 

 

签名：                         时间：                   

3 个朋友的名字：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