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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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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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突破(㇐)：憐憫貧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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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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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有需要的人？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六章 1-4 

 

  耶穌教導完門徒如何改造他們的生命品格（請參閱『生命改

造』系列）之後，他繼續教導門徒三個重要的屬靈操練，幫助他

們成為有屬靈根基的人。今天我們會學習第一個屬靈操練。以下

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要謹慎，不可為了讓別人看到而在人面前行你們的義，

否則就得不到你們天父的報償了。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在自

己前面吹號，像偽善的人那樣。他們在會堂裡和大街上這樣做，

是為了要得人的榮耀。我確實地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

的報償。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讓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的

施捨行在隱祕中。這樣，你那在隱祕中察看的父就將回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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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祂的門徒發出了什麼挑戰？ 

2. 偽善的人施捨的目的是什麼？ 

3.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怎樣看待施捨？為什麼耶穌重視我們施捨

的動機？ 

4.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的生命突破？ 
 

總結： 
 

  耶穌生命最大的特徵是他的愛與憐

憫。透過幫助、施捨給有需要的人，被

幫助的人能夠真實地體會到耶穌的愛。

偽善的人施捨時會讓所有人都看見，他

們的目的是要得人的稱讚。但是耶穌的

門徒行善不應到處宣揚，因為施捨的目

的是要得神的喜悅。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

來讓耶穌使你成為有屬靈

根基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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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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捨 的 目 的 不 是 要

得 人 的 稱 讚 ， 而 是

要得神的喜悅。 



屬靈突破(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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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分享他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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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操練哪些屬靈活動？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六章 5-15 
 

  在上一次的學習中，耶穌教導門徒憐憫人的重要性。今天我

們會繼續學習第二個耶穌教導的屬靈操練。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要像偽善的人那樣。他們喜愛站在會堂

裡和十字路口禱告，好讓人看見。我確實地告訴你們：他們已經

得到了他們的報償。至於你，你禱告的時候，要進入你的內室，

關上門，向你在隱祕中的父禱告。這樣，你那在隱祕中察看的父

就將回報你。你們禱告的時候，不要像外邦人那樣，重複無意義

的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就蒙垂聽。不要像他們那樣，因為在你們

祈求以前，你們的父就已經知道你們有什麼需要了。 
 

  因此，你們要這樣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度來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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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日用的食糧，願你今天賜給我們。 

  願你饒恕我們的虧欠，如同我們也饒恕了虧欠我們的人。 

  不要讓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要知道，你們如果饒恕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會饒恕你

們。你們如果不饒恕別人，你們的父也不會饒恕你們的過犯。 
 

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祂的門徒發出了什麼挑戰？ 

2. 偽善的人禱告的目的是什麼？ 

3.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怎樣看待禱告？為什麼耶穌重視我們禱告

的動機？ 

4. 在耶穌教導的禱告裡，門徒應該首先為何事禱告？ 

5.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如何為自己禱告？ 

6. 饒恕人跟禱告有什麼關聯？ 

7.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的生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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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禱告是耶穌所教導的第二個

屬靈操練。耶穌教導門徒首先為

天父的國度禱告，然後才為自己

的需要祈求。偽善的人禱告是為

了得人的尊榮，外邦人禱告是為

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但門徒禱告的目的是要得天父的喜悅。真正

屬靈的人應以正確的動機操練恆常、隱密的禱告，以致生命能夠

更緊密地經歷神。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有屬靈根基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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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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們要這樣禱告：我

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

尊為聖，願你的國度來臨。 



屬靈突破(三)：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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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六章 16-18 

 

在上兩次的學習中，耶穌教導門徒憐憫人與禱告的重要性。

今天我們會繼續學習耶穌教導的第三個屬靈操練。以下就是耶穌

的話：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要像偽善的人那樣愁眉苦臉。他們裝出

難看的樣子，好讓人看出他們在禁食。我確實地告訴你們：他們

已經得到了他們的報償。 
 

  至於你，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免得被人看出你在禁

食；你反而要讓你在隱祕中的父看見。這樣，你那在隱祕中察看

的父就將回報你。 
 

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祂的門徒發出了什麼挑戰？ 

2. 偽善的人禁食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耶穌用「偽善」來形容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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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教導門徒應該怎樣禁食？ 

4. 為什麼耶穌重視我們禁食的動機？ 

5. 你覺得禁食有什麼屬靈價值？ 

6.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的生命突破？ 
 

總結： 
 

在耶穌所教導的三個屬靈操練裡—憐憫貧窮的人、禱告、禁

食，祂想讓門徒看見這些屬靈操練背後的意義與價值。憐憫人讓

門徒能夠體會天父的心腸；禱告讓門徒與天父建立緊密的關係；

而禁食讓門徒提昇他們屬靈的渴慕。耶穌指出門徒在進行這些屬

靈操練時，應該有正確追求神的動機，

而不是為了得人的讚賞。真正屬靈的人

如果能穩定、恆常地進行這些屬靈操練，

天父會察看並且獎賞他們。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耶穌使你成為有屬靈根基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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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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讓門徒提昇他們

屬靈的渴慕。 



屬靈突破(四)： 

以神為主人，不作金錢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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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分享他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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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金錢？ 
 

耶穌的教導：馬太福音六章 19-24 
 

  在教導完門徒三個重要的屬靈操練之後，耶穌指出門徒生命

的熱誠應該放在有永恆價值的事上。在錢財與神之間，門徒要作

出正確的選擇。以下就是耶穌的話： 
 

  你們不要為自己在地上積蓄財寶，地上有蟲蛀，會鏽蝕，也

有盜賊鑽進來偷竊； 而要為自己在天上積蓄財寶：天上既沒有

蟲蛀，也不會鏽蝕，也沒有盜賊鑽進來偷竊。要知道，你的財寶

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 
 

  眼睛是身體的燈，所以，如果你的眼睛純淨，你的全身就光

明；如果你的眼睛汙濁，你的全身就黑暗。因此，光如果在你裡

面成了黑暗，那是多麼大的黑暗！ 
 

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他不是厭惡這個、喜愛那個，就

是忠於這個、輕視那個。你們不能既服事神，又服事財富。 

12 



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向祂的門徒發出了什麼挑戰？你認為在「天上積

蓄財寶」是指什麼？ 

2. 「在地上積蓄財寶」與儲蓄有什麼分別？耶穌所指的「積蓄

財寶」是什麼意思？ 

3. 為什麼耶穌說我們的財寶在哪裡，心也在哪裡？ 

4. 耶穌所指的眼睛與光是什麼意思？ 

5. 為什麼耶穌叫門徒不要服事財寶？ 

6.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的

生命突破？ 
 

總結： 
 

耶穌教導門徒作為一個真正屬靈的人，在生命所追求的事上，

我們只能在服事金錢與神之間選擇一位。金錢只有短暫的價值，

但神的國度有永恆的價值。如果門徒作金錢的奴隸，就不能真正

完全的跟隨耶穌—我們生命的主人。門徒眼睛所看、心所追求的，

應該是神國度的事情。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

耶穌使你成為有屬靈根基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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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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能既服事神，又

服事財富。 



屬靈突破(五)： 

看重天父的事, 天父就看重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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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六章 25-34 
 

在上一次的教導中，耶穌指出門徒生命的熱誠應該要放在神

國的事上，而非物質的東西上。在今天的學習，耶穌解釋當門徒

先尋求神國的事，他們就不需要為生命所需用的東西憂慮。以下

就是耶穌的話：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你們的生命而憂慮吃什麼、喝什麼；

也不要為你們的身體而憂慮穿什麼；難道生命不比食物更重要，

身體不比衣服更重要嗎？應該看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撒種、不收

割，也不收集在倉庫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難道你們不

比飛鳥更重要嗎？你們當中誰能因著憂慮使自己的壽命延長一刻

呢？你們為什麼為衣服憂慮呢？ 
 

  應該觀察野地裡的百合花是怎麼生長的：它們不勞動，也不

紡織。但是我告訴你們：就連所羅門在他最榮耀的時候，所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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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你們這些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

天還在，明天就被丟進火爐裡，神尚且這樣裝扮它，更何況你們

呢！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因為

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而你們的天父已經知道你們需要這

一切了。 
 

  所以你們應當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都將加給你們

了。因此，不要為明天憂慮，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要知道，每

一天自有它的難處，這已經夠了。 
 
 

問題討論： 
 

1. 耶穌在這裡將生命和身體與什麼物件作對比？ 

2. 耶穌用天空的飛鳥與野地的百合花比喻什麼？ 

3. 為什麼門徒不應為自己所吃、所喝、所穿的東西憂慮？什麼

人會為這些東西憂慮？ 

4. 耶穌要門徒先尋求什麼？祂給門徒什麼應許？ 

5. 你覺得耶穌在這裡想怎樣幫助你的生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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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今天與上一次的教導，耶穌讓門徒明白他們要尋求神國的

事情而非自己的事。天父能養活天上的飛鳥與野地的百合，自然

能養活祂的兒女。當門徒看重天父的事，天父也會看重他們的事。 
 
 

實際行動： 
 

1.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或改變來讓

耶穌使你成為有屬靈根基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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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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應當先尋求神

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

都將加給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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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