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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成長八課栽培員訓練課程簡介 
一、彼此認識 

二、課程簡介 

1. 課程原始設計：青年歸主初信八課，稍作修改 

2. 課程目的：訓練能一對一帶領初信者的栽培員，屬靈的生命比課程更重要 

3. 整體規劃：屬於同工實務訓練(團契同工、小組長、主日學老師)的第一季課程，因「個人工作」

為同工的基礎之一，也希望就此確立同工和上帝的關係 

4. 課程程度：已受洗一段時間、有委身事奉與成長的基督徒 

5. 課程方式：示範、上課、演練 

6. 課程要求：全程出席(不可抗力、特殊狀況等須請假，可用影片補課)、背經、作業、個人靈修、

考試 

7. 旁聽說明：如有特殊狀況可採旁聽 

8. 後續上課：會為栽培員安排同性別的初信者，一對一帶領 

9. 初信者的需要：初信是最願意學習，卻不見得有很好的教導和帶領，非常可惜。藉由三個月一對

一的帶領，幫助初信者建立和上帝深入的關係，並且成為彼此很好的支持，是非常值得的事工。 

10. 課程編排： 

(1) 課程簡介初信者帶領的原則 

(2) 永生的確據 

(3) 親密的靈修 

(4) 生命的成長 

(5) 豐富的禱告 

(6) 上帝的話語：聖經 

(7) 聖徒的團契 

(8) 傳福音與見證 

(9) 對上帝的順服 

(10) 考試 

(11) 討論與回顧 

 

三、彼此分享對課程期待 

 

四、栽培員的困境與恩典：真正能影響別人生命的，是栽培員自己的生命。但我們的生命都充滿問題

和困境，也因此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信靠主來帶領我們自己和初信者的生命。 

 

五、栽培事工的聖經基礎 

1. 栽培與佈道（太廿八 18 - 20 ) 

2. 個別栽培（西一 28-29）  

3. 栽培的途徑（西一 28 上）  

4. 栽培的目標（西一 28 下）  

5. 栽培的代價（西一 29 上） 

6. 栽培的果效（西一 29 下）  



2 

導論 

走向主耶穌的各個階段 

1. 建立友誼：探訪、關心(個人、小組或團契) 

2. 進入信仰之門：個人談道(個人、小組或團契) 

3. 建立穩固的靈修生活：初信栽培(個人、小組或團契) 

4. 建立教會生活：主日參加禮拜、週間參加小組或團契(禮拜、小組或團契) 

5. 委身參與事奉：接受門徒訓練(成主) 

 

藉著門徒訓練（委身事奉成熟長大） 

------------------------------- 

藉著禮拜團契小組（建立教會生活） 

------------------------------------------- 

藉著建立靈修生活（堅定和耶穌的關係） 

--------------------------------------------------- 

藉著個人談道（接受耶穌為主） 

------------------------------------------------------------ 

藉著友誼、關心（知道有耶穌） 

-------------------------------------------------------------------- 

未信者（不認識主） 

 

***越往下人數越多／越往上人數越少 

***每個階段都應該有人站出來事奉 

 

● 從走向主的金字塔我們知道：  

1. 傳福音是一個不算短的「過程」  

2. 傳福音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3. 傳福音是經由「關係的建立」  

4. 傳福音必須「團隊的合作」（約四：37 -38 ；林前三：6 )  

一年種稻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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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功能與事工關係表 

關懷探訪 → 個人佈道 → 初信栽培 → 敬拜．教導．團契 → 關懷探訪 

 

關懷探訪 個人佈道 初信栽培 敬拜．教導．團契 

友誼增長 量的增長 質量增長 質的增長 

福音預工 直接佈道 跟進栽培 訓練成長 

外展團契小組 

社區事工 

松年大學 

週末營 

彩虹生命教育 

啟發課程 

醫療傳道探訪 

社區晚會 

慕道班 

福音茶會 

生日茶會 

個人關係 

婚喪事工 

社區服務 

福音四律 

三福事工 

福音橋 

佈道會 

 

受洗班 

初信成長八課 

初信成長班 

基要真理班 

 

團契聚會 

小組聚會 

主日禮拜 

成人主日學 

退修會 

營會 

同工訓練 

師資訓練 

長執訓練 

小組長訓練 

 

● 初信栽培的觀念 

用多一點時間，做在少一點的人身上，產生大且持久的效果。 

 

● 栽培員是一位：  

1.每週的／屬靈引導    2.八課的／教練   3.偶而／輔導員  

4.有時／教師     5.必要時／支持者  6.被動的／示範者  

 

● 誰適合成為栽培員  

1. 願花時間栽培別人  

2. 相信初信者有潛能榮耀主  

3. 願意分享自己的生活  

4. 願意忍受不成熟的表現  

5. 願意幫助初信者設定屬靈目標並達到目標  

6. 願意照所教的生活 

（約壹一 1- 4 聽見、看見、經驗、傳揚、團契） 

 

● 誰適合接受初信栽培 

    1. 剛決志者  2. 考慮受洗或堅信禮者  3. 決定受洗或堅信禮者   

    4. 未受過初信栽培，願意學習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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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栽培原則：  

（1）一對一 （2）同性別 （3）以聖經為最高權威 （4）適量  

 

● 栽培者應有的態度：  

（l）守時 （2）主動關懷（3）代求 （4）交談、傾聽 （5）身教＋言教  

 

● 栽培員應該避免：  

1.有心卻太忙 2.只是批改作業 3.注重糾正別人的錯誤 

4.利用別人 5.有不良的影響 6.歸功於自己 

 

●初信者應該（或栽培員為初信者禱告）： 

1.願意追求靈命成長 2.有受教的心 3.願意將所學應用於生活   

4.願意定期撥時間  5.敬重栽培員  6.願維持雙方的關係 

 

●栽培的一般程序  

1.栽培前為初信者禱告  

2.熟習課程內容，熟記課程大綱  

3.準時到達  

4.關懷對方生活、背金句、了解作業情形、一起禱告  

5.教導課程內容  

6.簡單討論  

7.問對方學到了什麼？指定作業、詢問代禱事項、約下次時問  

8.鼓勵實踐  

9.準時結束 

 

*全方位栽培--信仰根基的建立：個人栽培＋自我栽培＋小組栽培 

 

栽培形態 優 點 缺 點 

個人栽培 有系統教導、引導實踐信仰、得

到悉心關懷、能確認學習成果 

花費大量人力時間 

小組栽培 分享生活、分擔苦難、彼此建立 受到關懷比較少、較難確認每個

人的學習狀況 

自我栽培 時間較自由、內容較彈性 若無引導會失去方向、比較被

動、疑問難以得到解答 

 

● 正確的栽培觀念 

1.不是短期課程                    2.不是訓練的程序 

3.不是由傳道人專職          4.不是權威式的督導   

5.不是幫初信者以栽培員為模仿對象  6.不是一套課程的傳遞  

7.不是看重知識的灌輸     8.不是只顧靈性成長  

9.不是要初信者參加聚會    10.不是在教會獨立推行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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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重點解釋 

1. 在進入這課之前，必須確立對方是初信決志者。若對方不清楚決志，可重申決志的意義，或福音

基本內容。再不，則轉介到慕道班或啟發課程，但仍應保持關懷及聯繫。 

2. 要儘量減少使用屬靈的術語。 

3. 不要強烈批評決志者信耶穌的原由，只要知道他為何信主。 

4. 必須要幫助初信者能自己說出有永生，且是聖經告訴他的。 

5. 初信者如果對「基督在我裡面」仍有疑慮，可以帶他參考約 14:20、弗 3:17、西 1:27。 

6. 初信者如果對「基督在我裡面」沒有實際體驗，可以鼓勵他跟上帝求。 

7. 本課程是幫助初信者從聖經經文思想與他個人的關係，例如與初信者看完約壹五 11-12 後，有一

連串從經文而來的問題，使他思想到自己是否已有上帝的兒子？再進而確定自己已有永生。所以，

在發問時必需要問清楚。 

8. 這一課內容的先後次序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掉轉，否則便不引導初信者肯定自己有永生。  

9. 「永生」的解釋，參約十七 3 「認識耶穌基督便是永生」，這認識是指關係的建立，所以在決志

的一刻開始，就可即時擁有。當然同時未來也因著認識耶穌，能有永遠的生命。 

10. 初信者若有很多問題時，可以視情況回答，或一起去請教牧者。 

11. 要為初信者準備生日禮物。 

12. 初信者若不願繼續接受栽培，要深入了解原因，但不用勉強。可以繼續為他禱告，並繼續關懷。

如果可行的話，儘可能至少上到第二課，教導他能靈修。 

13. 若初信者程度適合，可以給他青少年初信成長教材的補充講義第一課。 

14. 決志禱告的神學討論：聖經裡有要求決志禱告嗎？比較相近的是羅 10:9，不見得一定要用禱告的

形式。但帶領決志禱告並無不當，亦可藉此訓練初信者禱告。 

15. 啟 3:20 的神學討論：耶穌所說的是針對非基督徒或是教會？雖然是針對教會，但後面也說「凡有

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廣義來說仍可針對非基督徒使用。 

16. 永生確據的神學討論：終極來說，人是否得救是只有上帝知道。但以聖經來看，上帝希望我們能

單純相信祂接納我們(來 11:6)。 

17. 小卡內容： 

 

 

 

 

 永生：永遠能與上帝溝通的生命 

          約壹 5:11-12 

            啟 3:20             

 
屬靈的出生證明書 

姓名：                國籍：天國 

屬靈出生日期：        地點： 

父親：獨一無二的真神  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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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重點解釋 

1. 栽培員必須自己建立穩固的靈修生活，才能影響初信者  

2. 在去上這課栽培之前先自己認真靈修，並預備靈修心得，於進入課程前與初信者分享，但注意分

享內容表達要盡量簡單、易懂、具體。  

3. 解釋靈修的定義：每天個別與上帝交談的時間，是建立與天父的關係的途徑。 

4. 切記這一課不是單教導初信者知道怎樣靈修，乃要實際與初信者一起靈修。故要與他一同讀一段

聖經，以「屬靈的眼鏡」來思考。 

5. 屬靈眼鏡的五個問題，重點不在於找答案，乃是要透過這些問題使初信者思想經文和他自己的關

係。故五個問題不一定在經文中會完全找到，也不須按照次序。  

6. 口訣：應誡（戒）的罪、認識神的例子。 

解釋：應許—可把握的應許或恩典。 

      誡命—要遵守的誡命。 

      罪—要小心避免去犯的罪。 

認識神—經文讓我們更認識上帝、耶穌或聖靈的屬性。 

例子一要效法的例子或好榜樣。 

（以上的口訣和解釋可寫給初信者，以免他忘記。）  

7. 分享自己靈修之喜樂，以引起初信者實踐靈修之興趣，並及時帶領他定出切合實際的靈修計劃，

或可提供他輔助材料，例如 QT365、活潑的生命、荒漠甘泉等。  

8. 卡入生活作息是養成靈修習慣的秘訣。 

9. 初信者靈修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作記號來和栽培員或牧者討論。 

10. 鼓勵寫靈修筆記以加深對上帝的認識，但內容只需扼要地寫下「心得」或「領受」（不是解經），

栽培員可拿自己的筆記供參考。 

11. 可鼓勵初信者繼續由約一 15 開始看，或以其他教材開始。  

12. 務要分享約壹一：9，因避免初信者容易產生太強的罪惡感。可提醒他：信主後並非變成十全十美。

犯錯要悔改並向上帝求助改過。 

13. 本課是關鍵性的一課，若初信者沒有建立靈修生活，切勿開始第三課。栽培員應當協助他找出原

因並協助他克服。即使初信者已開始靈修生活，栽培員仍當時時關心他的靈修情形，是否有困難

或中斷。 

14. 這課結束時要特別為初信者的靈修生活禱告。 

15. 若初信者程度適合，可以給他青少年初信成長教材的補充講義第二課。 

16. 小卡內容： 

禱告→讀經→默想自己與經文的關係→禱告→行動 

 

 靈修：每日個別親近上帝的時間 

 

          雅 4:8 

          約壹 1:9 

屬靈的眼鏡   

應：有沒有可把握的應許或恩典 

誡：有沒有要遵守的誡命 

罪：有沒有要小心避免去犯的罪 

認識神：有沒有更認識上帝、耶穌或聖靈 

例子：有沒有要效法的例子或好榜樣 

 

      應誡(戒)的罪、認識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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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重點解釋 

1. 若初信者沒有靈修，切勿開始這課。  

2. 預備一個空白的輪子 

 a.講解輪子各部份所代表的意義，邊講邊寫，每個步驟解釋清楚再寫，  

不要一次寫完，且字跡要清楚（勿用鉛筆或水筆）   

b.輪子表達：「不斷長進」（上下），「基督顯大」（轉），「均衡發展」（軸凸）。每一個動作都須

清楚解釋動作的意義，否則只是比喻。  

c.表達靈程的長進時，最好用硬皮板面，不要用手冊表達。  

d.表達基督顯大穿大頭針動作要俐落以免使他分心。勿使用原子筆頭等，轉起來會有困難 

e.轉輪時軸心顯明，以此描述順服與基督顯大的關係：對上帝的話愈順服，基督的生命愈顯

大。這一步後取下大頭針。 

f.勿自講自做，要多觀察初信者的反應，是否了解所表達的意義。 

g.可將輪子比喻成該初信者的屬靈生命，可考慮冠上其名，產生切身感。 

h.用輪圈表達「完全順服」。撕輪圈時可分兩段，先撕一小塊，比喻對上帝的話有一點不順服

時會阻礙輪子的運轉；第二次撕下更大塊，以喻太多不順服則使輪子完全無法運轉。（輪缺

猶如輪胎消氣或暴胎） 

i.用軸心表達「基督為中心的重要」（心也空）。 

j.握毀時要快速而感情投入，握毀後，提醒初信者與這輪子的關係，並馬上挑戰他：願否變成

這樣子？或問：若這是你的生命如何？  

k.提醒：基督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及基礎，否則讀經、禱告、聚會、奉獻等，再好的人際關係，

再大的財富，都失去意義。「基督為中心」是屬靈生命成長的動力，失去以基督為中心的生

命，當面對試探及壓力時，便無法承受。故在忙碌生活或事奉中，一定要安排時間獨自思

想自己與忙碌生活或事奉的原因，以免成為一個表面的基督徒。 

l.可鼓勵初信者具體提出需要面對及調整的地方，幫助他打開自己，然後一同討論及禱告。  

3. 每個動作都要多練習，務必熟練、俐落才能帶給初信者深刻印象。 

4. 多與初信者對話，分享具體的生命問題，尤其分享你自己讓基督掌管時所面對的掙扎及如何得

勝，以激勵他過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5. 栽培員不是要使初信者從我們身上看到完美無瑕的聖人，而是一個蒙恩的罪人如何被上帝調整，

順服並遵行上帝的話。 

6. 若初信者程度適合，可以給他青少年初信成長教材的補充講義第三課的雷達圖。 

7. 小卡內容： 

靈命成長的要素 
   直軸：和上帝的關係 

   橫軸：和人的關係 

   軸心：基督 

   輪圈：順服 

 

成長目的：對付罪、追求上帝 

          約 15:5 

靈命成長的方向   

 不斷長進 

 基督顯大 

 均衡發展 

 完全順服 

 基督為中心 

 

基督徒的成長不

在我們做了多

少，在於基督改

變了我們多少 

   

   中直橫圈上下轉，軸凸輪崩心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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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重點解釋 

1. 禱告的定義：與上帝交談，是與上帝建立關係的途徑之一。 

2. 禱告的態度和動機：不妄求（雅四 3 ）、要認罪（詩六十六 18 ）、要等候（賽卅 18 ）、

有信心（可十一 24 ）。  

3. 禱告的內容：（可寫在卡片上送給初信者） 

敬拜--對上帝本質的崇拜及讚美。 

認罪--為思想或行為上的錯誤認罪及悔改。 

感謝--無論大小事情、順境或逆境。 

祈求--為自己及別人的需要代求。 

奉主名--主耶穌是神人之間的中間人。 

阿門--誠心誠意。 

4. 解釋妄求、犯罪，及敬、認、感、求、奉主名、阿門等意義，不一定要按次序。 

5. 分享禱告不蒙應允的態度前，可聽初信者分享事例，但勿先作判斷，等解釋後可問初信者

剛才分享的事例是屬那個原因，讓他自己分辨。 

6. 禱告乃以心靈誠實，並非注重言詞華麗，故留意自己的禱詞要簡單實在，避免給初信者壓

力。  

7. 使初信者明瞭任何事物都可帶到主面前禱告，上帝從不嫌麻煩。  

8. 儘量鼓勵初信者開聲禱告，但不要勉強。若初信者不願意或不敢開聲禱告，栽培員可一句

句地帶領初信者禱告；或彼此為對方的事項禱告；或栽培員保證會為他做禱告的結束（使

他不致擔心中斷），認罪時可以讓他自己默禱。  

9. 栽培員以禱告的生命影響初信者，是最有效的方法。 

10. 信心的禱告與成功神學：憑信心禱告是聖經所教導的(可 11:23-24)，但尊重上帝的決定和安

排也是聖經所教導。忽略後者會偏向成功神學，但忽略前者會偏向不認真禱告。雅 4:2-3

指出兩者都有問題。 

11. 若初信者程度適合，可以給他青少年初信成長教材的補充講義第四課。 

12. 小卡內容：  

 

 

 

 

 

 

 

禱告：與上帝交談 

                 (建立、保持關係) 

不蒙應允的禱告 

1. 妄求(雅 4:3) 
2. 犯罪(詩 66:18) 
3. 不願等候(賽 30:18) 
4. 缺乏信心(可 11:24) 

            約 15:7 

禱告的內容：敬、認、感、求 

敬拜：對上帝的本質(詩 103) 

認罪：約壹 1:9 

感恩：對上帝的作為、包含困境感恩(帖前 5:18) 

祈求：為己、為人(提前 2:1-2) 

奉主耶穌的名：1.耶穌的教導(約 14:14) 

              2.耶穌是中介(約 14:6) 

              3.表明順服耶穌 

阿們：誠心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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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重點解釋 

1. 未開始這課的栽培前，先關心初信者實踐禱告上遇到的困難，幫助他解決。而最有效的協助乃是

透過你自己禱告的生命經歷，與他分享你個人克服的方法，以及甚麼支持你仍繼續禱告下去。  

2. 鼓勵初信者在開始時禱告，簡單幾句便足夠，使他更多實踐及經歷。  

3. 使用大小適當的聖經（根據手掌大小），以致能更清晰表達每個動作的特點。 

4. 「話語的手」必需由尾指依序解說，並且每指所代表的意義是固定的，此乃配合課程講述中％漸

進的表達。 

5. 大姆指必需是「默想」，與其他途徑皆有連帶的關係。 

注意：「聽、讀、研、誦、想、用」並非必然學習的程序，也非每一種學習途徑皆可同時進行，其

重點乃為表達認識上帝的話的重要性和各途徑。  

6. 不需太緊張記憶％的差距。（可將各指％預先寫在各指尖）  

7. 表達「應用 J 時，用粗筆現場寫於掌心，以加深印象。強調要將真理融入生活中，且是用在自身

上，而非為別人讀經。  

8. 結論時務必帶出具體行動，協助他做計劃，並作日後的追蹤。  

9. 鼓勵初信者寫聽道筆記（不必列大綱，只要寫心得或領受），栽培員可與初信者彼此鼓勵分享。  

10. 留意有些初信者是還未開始回教會的，故分享聆聽上帝說話的媒介時，可詢問有否從 Good TV 或

其他地方聽過上帝的話 

11. 不要使初信者有壓力 

 

***附錄：平時讀經與靈修時讀經之分別 

區別 平時讀經或查經 靈修時的讀經 

目的 更多明白上帝的話 親近上帝 

心態 增加聖經知識 愛慕與上帝相交 

材料 聖經外可加上釋義 詩歌、聖經 

書籍 經書及其他參考工具書 靈修輔助讀物 

方法 精讀法、多讀法等 唱詩、默想、祈禱 

結果 更加認識上帝 靈程充沛，將默想的付諸行動 

 

 

默示：上帝的靈引導作者把關於

上帝的事情寫下來 

                  

        愛慕聖經：彼前 2:2 

        金句：提後 3:16-17 

話語的手：聽讀研誦想用 

                    

                     默想：1.不斷在心中反 

                        覆思想經文的意思 

                        2.找出經文和我們  

                         的關係 

                        3.找出個人實踐經 

                         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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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重點解釋 

1. 各橡皮筋比喻不同的基督徒個體。 

2. 成捆：喻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表面上是形成一股力量，但卻不夠堅固，因為他們彼此間沒有

任何聯繫。 

3. 分散：基督徒雖常聚在一起聚會、禮拜，但若彼此間沒有真正連結的關係，缺乏彼此關懷、體諒、

接納、愛護及勉勵等，仍不算是過團契生活。  

4. 扯斷：表明一個基督徒面對壓力的承受力是相當有限的。 

5. 連結：基督徒不可過獨行狹式的生活，他必須與別的基督徒有真正的團契生活。如橡皮筋綁在一

起，彼此分擔壓力，就不易被折斷了。  

6. 要邊做邊解釋每一個動作的意義。（可用不同顏色代表不同性格的人）  

7. 拉斷的秘訣：事先預備一條欲斷未斷的橡皮筋。用手夾住，免傷人。  

8. 對年長者可改用腓立比書二 1 - 4 代替加拉太書六 2 的經文。  

9. 反省：團契生活的關鍵，乃在於我們都願意順服並遵行上帝的話，並因著我們都曾經歷上帝的赦

免及接納，故也願彼此學習寬恕和接納。 

10. 預備一份教會週報（聚會表），平時可收集各色橡皮圈。 

 

 

 

    團契：含付出與收入 

    在團契中學習與人分享 

    也接受別人的分享 

 

  目的：希伯來 10:24-25 

團契的基礎：天父與耶穌 約壹 1:3 

團契的重要：沒有聯繫→各個擊破 

            互相分擔→壓力分散 

 

加拉太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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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重點解釋 

1. 這課要幫助初信者學習向別人作見證，因作見證會很影響他的成長，作見證是標誌著他要向眾

人承認他的身份與改變。  

2. 漢堡（用真漢堡更好）比喻的作用是幫助他了解作見證的主要內容。故若要初信者有效地向人

分享，就先要他把見證寫下（約 300 - 1000 字），替他修改，以致當他向人分享時能更清晰，

也有更大的信心與把握。（栽培員可以自己的見證作範本供他參考）  

3. 預備乾淨、大小適中的白紙，粗細適中的黑（藍）、紅筆。亦可使用熟悉的傳福音材料。  

4. 為使初信者專心，不必查考聖經，栽培員必須背誦經文及出處，並能流暢地邊說邊寫。（這些

基要真理是每個基督徒都應熟記的）  

5. 救贖內容要補充「復活」及經文：林前十五 17 ，寫在十字架下面。  

6. 講到基督救贖時，切記要提到：人必須「接受」基督救贖，罪才能得赦。同時在十架下的「罪」

字上畫「 X 」。  

7. 必須先預備一張完整的十架橋樑表，以便分享後送予初信者思想。 

 

 

    傳福音 

1. 向人講述主耶穌 

2. 分享生活的見證 

3. 生活中活出福音的見證 

        馬太福音 28:18-20 

背經：彼得前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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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重點解釋 

1. 解釋完全順服的定義 

(1)不同意仍然要聽從（路廿二 42 ) ，是將自己的意志降服在另一個意志之下。  

(2)不明白也要順服（詩七十三 16 ) ，因人的智慧有限，真正的順服是在未能完全明白的情況

下，仍然願意照上帝的心意去行。 

2. 解釋完全順服的含義不是指已完全做到來衡量，乃是指有順服的心及願意不斷操練的心態。故順

服的真正精義乃是出於主動對上帝恩典的回應，是以心態的操練為主，繼而付諸於行動。  

3.鼓勵初信者真誠面對，承認操練順服是有掙扎和矛盾，亦要付出信心與勞苦，因為需要放下自己的

喜好、利益，故需有受苦的心志。  

4.當我們面臨順服的掙扎時可向上帝坦承自己的感受，向上帝求順服的力量。  

5.若想初信者願意學習實踐順服的操練，栽培員最好能將自己如何順服上帝的一些經歷與初信者分享，

使他更有信心去實踐。  

6.與他一同檢討，在過去所學的內容中，有那些還未實踐，或是有些地方需要操練順服上帝，提出意

見及代禱。 

7.將一個更高的榜樣（耶穌）與初信者分享（腓二 5- 8 )，耶穌的兩個最實在順服的行動是：「虛己」

和「取了奴僕的形像」。 

8.本課可鼓勵初信者回顧這幾週來的學習，提出問題或分享成長。 

 

 

    順服 

  是內在的願意，非外在約束。透過 

  默想聖經的教導，從裡面散發。 

  完全順服需要上帝在人心工作！ 

      動力：約翰福音 14:21 

      背經：雅各書 1:22 

 

我為你的禱告： 

  務必讓自己經常不斷地經歷上帝的 

  恩典，並且不斷地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