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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感謝神，我們相信你已藉著「跟從耶穌

的第一步和四個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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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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操練(一)：寬容別人，反省自己 
 

引題：引題：引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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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七章 1-6 

 

  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用什麼標準來論

斷，也會同樣地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來衡量，也會同樣地被

衡量。你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裡的木屑，卻不想自己眼裡的樑木

呢？又怎麼能對你弟兄說「讓我除掉你眼裡的木屑」呢？看哪，

你自己眼裡還有樑木呢！你這偽善的人！先除掉你自己眼裡的樑

木，然後你才能看得清楚，好除掉你弟兄眼裡的木屑。不要把神

聖之物丟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面前，免得牠們用腳

把這些踐踏了，然後轉身撕咬你們。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門徒發出什麼挑戰？ 

2. 偽善的人在評論別人和自己時的態度有什麼不一樣的標準？ 

3. 耶穌用什麼東西來比喻這個不一樣的評論標準？ 

4. 耶穌用「神聖之物」和「珍珠」比喻門徒對別人發出的評論。

耶穌為何指出不要將名貴的東西給不懂珍惜的人？這個比喻

與評論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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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認為耶穌在這裡是禁止所有的評論嗎？門徒應該如何正確

地作出評論？ 

6.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操練生命？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耶穌教導門徒在評論別人和自己上要防備屬靈的驕傲。他並

沒有禁止所有的評論，但是他指出門徒在評論時應該有正確的態

度與動機－要謙卑、寬容和有愛心。在指出別人生命的問題前，

耶穌提醒門徒要先反省自己的生命、尋求神的恩典，避免成為偽

善的人。在幫助別人糾正他們生命的問題時，門徒應該要有智慧

地作出提醒，分辨別人是否願意聆聽與接受意見。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活出祂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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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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操練(二)：尋求天父，善待他人 
 

引題：引題：引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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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七章 7-12 
 

  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不斷祈求吧，就會給你們；不斷尋找吧，就會找到；不斷敲

門吧，就會為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到；尋找的，就找

到；敲門的，就為他開門。你們當中有哪個人，兒子要餅，卻給

他石頭呢？兒子要魚，卻給他蛇呢？所以，如果你們作為惡人也

知道把好的東西給自己的兒女，更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要把美好

的賜給求他的人呢！因此在任何事上，你們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

們，你們也應當怎樣對待別人。要知道，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教

導。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門徒發出什麼挑戰？ 

2. 耶穌用了什麼來比喻天父回應人的祈求？ 

3.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如何對待別人？ 

4.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操練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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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耶穌鼓勵門徒要懇切尋求天父，因為天父應許要回應並賜福

全心尋求祂的人。地上的父親尚且知道要善待自己的兒女，何況

是慷慨、滿有慈愛的天父呢？同時，從了解與學習天父的性情當

中，耶穌也挑戰門徒要善待別人，像希望別人如何對待自己一樣。

這是一切律法的根基。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活出祂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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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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操練(三)：進窄門，走窄路 
 

引題：引題：引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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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七章 13-14 

 

  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那通向滅亡的門是大的，那條路是

寬的，從那裡進去的人也多；然而，那通向永生的門是多麼小，

路是多麼窄，找到它的人是多麼少。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門徒發出什麼挑戰？ 

2. 耶穌為何要門徒進窄門、走窄路？為什麼耶穌指出找到它的

人非常少？ 

3. 你認為耶穌的這個比喻是什麼意思？ 

4.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操練生命？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透過窄門、窄路的比喻，耶穌指出門徒跟隨衪的道路能通向

永生，但這並不是一條簡單容易的路，而是一條困難、有挑戰性

的路，甚至在路上只有不多的同伴。選擇不跟從耶穌的人數雖然

多，所走的路也好像比較安舒平坦，但這條路的終點是死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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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挑戰門徒在選擇跟隨衪的同時，要預備好面對將會遇見的困難

和要付上的代價。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活出祂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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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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操練(四)：結好果子，作真門徒   
 

引題：引題：引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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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七章 15-23 
 

  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要提防假先知。他們披著羊皮來到你們這裡，裡面卻是

凶殘的狼。憑著他們的果子，你們就能認出他們來。難道從荊棘

上能收葡萄，從蒺藜中能收無花果嗎？同樣，好樹都結好果子，

壞樹就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也不能結好果子。所

有不結好果子的樹都要被砍下來，被丟進火裡。因此憑著他們的

果子，你們就能認出他們來。 

 

  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入天國；只

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在那一天，有許多人會對我

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做先知傳道，奉你的名驅

趕鬼魔，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神蹟嗎？」那時候，我要向他們宣告：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離開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門徒發出什麼挑戰？ 

2. 耶穌用了什麼來比喻假先知或那些只是表面跟從耶穌的人？ 

3.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如何分辨假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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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什麼耶穌指出不是每一個稱呼衪為「主」的「門徒」都能

進入天國？誰才有資格進入天國？ 

5.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操練生命？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耶穌指出不是所有自稱為門徒的人都是真正的門徒。他教導

門徒要學習透過觀察這些人的生命來分辨他們是否真正的門徒，

因為憑著樹所結的果子就可以認出樹的本質。甚至有些人會以為

自己有跟從主，最終卻被拒絕進入天國。同時，這也是耶穌對門

徒生命所發出的挑戰與提醒。一個真正的門徒並不在於外表上一

刻的選擇，而是在於一個一生跟從耶穌、結出好果子的生命。耶

穌明確地表達，惟有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門徒才能夠進入天國。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活出祂生命的

門徒？ 

2. 你可以向誰來分享或實行耶穌今天對你的教導？ 

  

12 



生命操練(五)：聆聽遵行，作聰明人   
 

引題：引題：引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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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愛。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七章 24-27 
 

  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因此，凡是聽了我這些話而實行的人，就好比一個聰明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建在磐石上。大雨降下，急流沖來，狂風颳起，撞

擊那房子，房子卻沒有倒塌，因為它在磐石上立定根基。 

 

  可是，凡是聽了我這些話而不實行的人，就好比一個愚拙的

人把自己的房子建在沙灘上。大雨降下，急流沖來，狂風颳起，

撞擊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非常厲害。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門徒發出什麼挑戰？ 

2. 耶穌用了什麼來比喻那些聽了衪的話而實行的人？ 

3. 耶穌用了什麼來比喻那些聽了衪的話卻不實行的人？ 

4. 聰明的人和愚拙的人在建造房屋上有什麼分別? 這與門徒的生

命有什麼關係？ 

5.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操練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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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耶穌用建房子的比喻來挑戰門徒既要聆聽衪的教導，也要真

正忠心地遵行衪的話。一個真正的門徒需要扎根在耶穌的話當中，

才能在神審判的日子站立得住。一次的決志禱告並不等同得救，

因為真正的悔改與對耶穌的熱誠和信心需要門徒每天用生命去活

出來。只有堅定跟從耶穌、遵行耶穌教導的人才是衪真正的門徒。 

 

 

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能活出祂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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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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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is protected by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book may not be copied, 

reprinted, used in any form or for commercial gain or pro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