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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感謝神，我們相信你已藉著「跟從耶

穌的第㇐步和四個習慣」和「七個

愛的故事」，預嚐了作耶穌門徒的奇妙經歷，

也有了一群與你同行天路的同伴。接下來，這輯

「門徒成⾧訓練」系列將幫助你在跟隨耶

穌的路上繼續被聖靈的大能觸摸、更新、成長及

突破。恢復神在我們生命中所賜的喜樂、平安和

愛，成為神改變世界的力量。  



摘錄 

 
 

耶穌為世界上所有人犧牲自己的生命，衪

願意愛任何一個人，並且改變他們的生命，從

破碎與痛苦變成愛、平安與喜樂。當我們願意

悔改接受洗禮，耶穌的愛與聖靈就會進入我們

的生命。並且，衪的愛就是每天改變我們的力

量。我們跟從耶穌就是走進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越走越光明、越走越精彩。並且天父要使用我

們新的生命來將衪的愛與力量帶給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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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改造(㇐): ㇐切從心開始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或你怎樣體會耶穌的愛。 

2. 你跟從了耶穌後看到耶穌怎樣改變了你？ 

3. 在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衪的愛？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 5:1-12 

 

  耶穌在世界時常常都有很多人跟著衪，因為衪可以做很多奇

妙的事情，例如醫病、驅鬼、改變天氣和倍增食物。當耶穌見到

很多人因著不同的原因跟著衪的時候，衪就把握這個機會明確地

講出作衪的門徒的福氣與必需有的心態。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耶穌看見人群，就上了山，坐下來。衪的門徒們來到衪面前，

衪就開口教導他們，說： 
 

靈裡貧乏的人是蒙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悲傷的人是蒙福的，因為他們將受到安慰。 

謙和的人是蒙福的，因為他們將繼承那地。 

飢渴慕義的人是蒙福的，因為他們將得飽足。 

憐憫人的人是蒙福的，因為他們將蒙憐憫。 

心裡潔淨的人是蒙福的，因為他們將看見神。 

使人和睦的人是蒙福的，因為他們將被稱為『神的兒女』。 

為義受逼迫的人是蒙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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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人們因我的緣故責罵你們、逼迫你們、用各種捏造出來的

惡事毀謗你們的時候，你們就是蒙福的。 你們當歡喜、當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報償是大的。要知道，那些人也這樣逼迫了在

你們以前的先知們。 
 

 
 

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形容跟從衪的人會有什麼祝福？ 

2. 在前面的八福中，起初的與結尾的祝福同樣強調一個什麼的

福呢？為什麼這個福那麼重要？ 

3. 耶穌教導門徒需要有什麼心態才能經歷天國那些豐富的祝福？ 

4. 哪一個心態對你現在是最重要的？ 

5. 哪一個心態對你是最大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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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耶穌教導我們作門徒最重要的

就是有正確的心態，因為我們的心

是一切行為的起點，能夠影響我們

的一生。所以，作門徒是從我們的

心開始。第一，我們要有謙虛的心。因為謙虛的心才可以讓我們

看到自己的問題來找耶穌的幫助。第二，我們也需要有愛心。儘

管我們的愛不完全，但是我們願意跟耶穌學習怎樣去愛。第三，

我們需要對神忠心。雖然作門徒會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是我們也

願意在任何情況下都對神忠心。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改造你的生命？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我們的心是一切行為的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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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改造(二)：使命人生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衪的愛。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 5:13-16 
 

  在上一次的學習中，耶穌教導我們作門徒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有正確的心態，因為我們的心是一切行為的起點，能夠影響我們

的一生。當耶穌講完了心態之後，衪就跟門徒講我們人生意義與

使命。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如果失去了味道，還能用什麼來把它醃

成鹹的呢？它再也沒有用處，只好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 
 

  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亮了油

燈，也不會放在斗底下，而會放在燈臺上，它就照亮屋子裡所有

的人。同樣，你們的光也應當照耀在人前，使他們看見你們的美

好工作，就榮耀你們在天上的父。 
 

問題討論： 
 

1. 鹽有什麼特性？ 

8 



2. 鹽若失了味，會怎樣？這是什麼意思呢？ 

3. 光有什麼特性？ 

4. 你們的光也應當照耀在人前是什麼意思？ 

5. 耶穌用鹽和光兩樣東西來怎樣說明門徒生命的意義與使命？ 

6.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改造你的生命？ 
 

總結： 
 

  耶穌教導我們作衪的門徒是有使命的。跟從耶穌的門徒是可

以以自己生命的改變來向別人作見證。生命沒有被改變的門徒就

像鹽失了味，是沒有影響力的，甚至是被人踐踏。光不應該被隱

藏的意思就是門徒也不能不作

見證。真正的門徒是可以在世

上為耶穌發光。因此，我們的

生命需要不斷地被耶穌改造，

使耶穌能夠用我們來拯救更多

人。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

耶穌使用你的生命祝福別人？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

今天對你的教導？ 
  

你們的光也應當照耀在人前，

使他們看見你們的美好工作，

就榮耀你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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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改造(三)：饒恕與和好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衪的愛。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 5:21-25 

 

  在上一次的學習中，耶穌教導我們作衪的門徒是有使命的。

當耶穌講完了使命之後，衪就跟門徒講我們與人的關係裡要被衪

來改造的四方面。今天我們會學習第一方面。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聽過過去有命令說：「不可殺人。殺人的，當遭受審

判。」但是我告訴你們：所有向他弟兄發怒的，當遭受審判；罵

他弟兄「廢物」的，也當遭受審判；罵「蠢貨」的，當遭受烈火

的地獄。 
 

  所以，如果你在參與聚會的時候，在那裡想起弟兄向你懷著

怨，就要停下來，先去與弟兄和好，然後再回來聚會。你要趁著

與你的對頭還在路上的時候，趕快與他和解，免得他把你交給審

判官，審判官把你交給差役，你就會被投進監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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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衪的門徒發出了什麼的挑戰？ 

2. 發怒與殺人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雙題並論？ 

3. 跟上教堂相比，耶穌有多重視我們與別人的關係？ 

4.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怎樣處理人際關係上的矛盾？ 

5.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改造你的生命？ 

 

總結： 
 

  耶穌非常看重我們與別人的關係。衪的愛與榜樣使我們與眾

不同。門徒不單不可殺人，我們要主動寬恕人的錯和主動與別人

和好。殺人是因人心存憎恨的意念而起。所以，耶穌教導門徒要

除去憎恨，成為像衪一樣充滿愛與寬恕的人。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

穌改造你的生命？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

天對你的教導？ 

耶穌教導門徒要主動饒

恕人及與別人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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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改造(四)：健康的異性關係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 。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人分享衪的愛。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 5:27-32 
 

  在上一次的學習中，我們知道耶穌非常看重我們與別人的關

係。首先，耶穌教導我們要除去憎恨，成為像衪一樣充滿愛與寬

恕。今天我們會繼續學習第二方面關於門徒與眾不同的人際關係。

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聽過那吩咐：「不可通姦。」但是我告訴你們：所有懷

著色情的思想看女人的，就已經在心裡和她通姦了。如果你的右

眼使你絆倒，就把它剜出來丟掉！因為對你來說，失去你身體的

一部分，總比你全身被丟進地獄要好。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絆倒，

就把它砍下來丟掉！因為對你來說，失去你身體的一部分，總比

你全身下地獄要好。 
 

  又有吩咐：「如果有人跟妻子離婚，要給妻子一份休書。」

但是我告訴你們：凡是離婚的，除非為了淫亂的緣故，否則就是

犯通姦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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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衪的門徒發出了什麼與眾不同的挑戰？ 

2. 耶穌教導門徒與異性交往的標準是什麼？   

3. 耶穌對色情的問題有多重視？為什麼？ 

4.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怎樣對待配偶與婚姻？ 

5.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改造你的生命？ 
 

總結： 

  耶穌非常看重我們與別人的關係。

在神眼中，男女的愛情與婚姻關係是非

常崇高與神聖的，因此門徒在男女關係

的態度上也應該是與眾不同。門徒不單

不可通姦，我們要在思想上就要保持純

正。不正當的行動是從不乾淨的思想而

起。所以，耶穌教導門徒要除去不乾淨的思想，成為一個尊重異

性和忠於配偶的人。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

來讓耶穌改造你的生命？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

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在神眼中，男女的愛

情與婚姻關係是非常

崇高與神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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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改造(五)：誠實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

別人分享衪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覺得跟從耶穌的人應該在誠信上有什麼標準？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 5:33-37 
 

  在上兩次的學習中，我們知道耶穌非常看重我們與別人的關

係。上一次我們學到在神眼中，男女的愛情與婚姻關係是非常崇

高與神聖的。所以，耶穌教導我們要除去不乾淨的思想，成為一

個尊重異性和忠於配偶的人。今天我們會繼續學習第三方面關於

門徒與眾不同的人際關係。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另外，你們聽過過去有命令說：「不可發假誓。你所發的誓，

總要向主償還。」但是我告訴你們：根本不可發誓。不可指著天

發誓，因為天是神的寶座；不可指著地發誓，因為地是神的腳凳；

不可用耶路撒冷發誓，因為耶路撒冷是那大君王的城；也不可指

著自己的頭發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白或變黑。 
 

  你們的話語應該如此：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多

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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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衪的門徒發出了什麼與

眾不同的挑戰？ 

2. 耶穌教導門徒不要發誓的原因是什麼？    

3. 一般來講，人會在什麼情況下發誓？ 

4. 耶穌教導門徒對人誠實的標準是怎樣？ 

5.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改造你的生命？ 
 

總結： 
 

  耶穌非常看重我們與別人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

是信任，而信任的基礎是誠信。同時，耶穌的生命是充滿真理和

光明，沒有一點欺騙和黑暗。 所以，耶穌教導門徒不應該有一

點的欺騙，要作一個像衪一樣完全誠實與可信的人。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改造你的生命？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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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話語應該如

此：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生命改造(六)：愛你不喜歡的人 
 

引題： 
 

1. 請分享過去一週裡一件感恩的事並耶穌給了你什麼機會與別

人分享衪的愛。 

2. 請分享你實行上一次的功課的個人經歷。 

3. 你覺得跟從耶穌的人應該如何面對你不喜歡的人？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 5:38-48 

 

  在過去三次的學習中，我們知道耶穌非常看重我們與別人的

關係。上一次我們學到耶穌的生命是充滿真理和光明沒有一點欺

騙和黑暗。所以，耶穌教導門徒不應該有一點的欺騙，要作一個

像他一樣完全誠實與可信的人。今天我們會繼續學習第四方面關

於門徒與眾不同的人際關係。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聽過這吩咐：「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是我告訴你

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把左臉也轉給他；有人

想要控告你，並要拿走你的裡衣，你就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

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與他一起走兩里；有人求你，你要給他；

有人要向你借什麼，你不要拒絕。 
 

  你們聽過這吩咐：「要愛你的鄰人，恨你的敵人。」但是我

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敵人，為那些逼迫你們的人禱告，好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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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為你們天父的兒女。因為他使太陽升起，對著惡人，也對著

好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其實你們如果只愛那些愛你們的人，會有什麼報償呢？連幫

派的人不也這樣做嗎？你們如果只問候自己的兄弟，這樣做有什

麼特別呢？連不認識神的人不也這樣做嗎？所以，你們當成為完

全的，就像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 

 

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衪的門徒發出了什麼與眾不同的挑戰？ 

2. 耶穌教導門徒對人的愛要超過朋友和親人，而要學習去愛仇

人的原因是什麼？ 

3. 天父憐憫罪人與門徒愛仇人兩者的關係是什麼？ 

4.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改造你的生命？ 
 

總結： 
 

  耶穌來到這世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罪人能夠明白天父的愛，

以衪自己的犧牲來救我們離開魔鬼，回到天父的懷抱。因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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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門徒的生命最大和最明顯的素質也應該是與眾不同的愛。雖

然「愛你的敵人和為那些逼迫你們的人禱告」是很不容易，但是

這就是耶穌與所有其他宗教與歷史偉

人不同的地方。當我們每天體會衪的

愛更多時，衪的愛就能夠幫助我們去

愛世人每一個人，甚至是曾經傷害我

們的人。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充滿愛的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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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要愛你們的敵人，為那

些逼迫你們的人禱告。 



事工資料 

如果你渴望在跟隨耶穌的路上繼續成長，我們鼓勵你可

以找同伴一起閱讀其他「門徒成⾧訓練系列」

的小冊子。你亦可以瀏覽我們的 YouTube 頻道來參考其

他 訓 練 和 示 範 的 影 片 。 ( 網 站 : 

www.youtube.com/user/SunriseCCLA) 或者你可以透過以

下方式聯絡我們: 

 

網站: www.sunrisela.org 

電郵: admin@sunrisela.org 

電話: (626) 281-3406 

地址: 8618 Mission Dr., Rosemead, CA 91770 
 

版權所有 © 2018 基督教新曙光培訓中心 

此小冊子不收費，你亦可於網上 www.sunrisela.org 免費下載門徒

訓練材料。歡迎各位讀者廣泛傳閱本冊。若你有感動支持我們的

異象，歡迎於網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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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book may not be copied, reprinted, 
or used in any form for commercial gain or pro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