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把自己和工作交到神手中，

就表示沒有神聖和世俗之分，

所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互相有關聯，

也都是我和神互動的一部份。

─ Mark Caz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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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定義，並且也幫助他們了解一個「倍增門徒」應

該具備的特徵。這些門徒都很渴慕想要學習並且去應

用，也表達這些教導對他們很有幫助，願意被主使用

去「倍增出倍增者」。

那麼「運動咖啡館」是什麼呢？以下是一些參與

者的看法：

☆「運動咖啡館」是能量補給站。（任真）

☆「運動咖啡館」是門徒和有潛力的門徒聚集，在輕

鬆的氛圍，有趣的活動中，受裝備，得激勵，邁向

屬靈成熟，倍增個人與小組的生命。（瑞玲）

☆「運動咖啡館」是職場基督精兵聚集在一起互相鼓

勵與受裝備，在喝咖啡中建造屬靈運動的信念。

（淑斌）

參與屬靈運動就是這麼自然。

你也可以為神經營運動咖啡館！

運動咖啡館
「再怎麼忙，也要和你喝杯咖啡，聊聊天國大

事。」

想像在陽光輕灑肩頭的週六早晨，放下工作的煩

擾，和一群有同樣心志的弟兄姊妹，一邊啜飲著芳香

的咖啡，一邊談論著屬靈運動的各樣信念，在歡笑感

動中彼此連結，彼此建造，是多麼美好的畫面啊！

因著看到目前參與在LeaderImpact職場領袖運動

的弟兄姊妹們，有一些很願意為主贏得他們的職場，

建立屬靈運動，但卻需要人幫助他們實際去進行。又

由於工作的緣故難以同時招聚許多人來開訓練課程，

於是「運動咖啡館」的概念於焉成形。

「運動咖啡館」每三個月會在一間美好氣氛的咖

啡廳中舉辦一次。

每次我們只設計一個主題，聚焦在幫助他們知道

去為主得人、造就人、差遣人、並且倍增出領袖來。

一開始我們知道，這些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清楚如何

向人傳福音，但是卻沒有跟進初信者和造就他們的信

念。於是第一次的「運動咖啡館」邀請了9位弟兄姊

妹來談「造就門徒的目標和過程」，使他們有初步的

概念，第二次我們和13位門徒談論了什麼是倍增門

黃思賢（LeaderImpact事工主任）

來，跟從我！來，跟從我！



國棟、淑惠夫婦

太常常在深夜裡吵架、摔東西，可憐的是我們小學四

年級的兒子，只能默默的承受這一切，他開始沒有笑

容，也常在深夜裡偷偷哭泣。

我為了贏得掌聲及外女的肯定，用了很多手段來

獲取業績，我開始不拿錢回家，過著借錢以債養債的

日子，甚至因為兼差而差一點丟了工作。外遇期間，

太太信了耶穌並受洗，也參加學園婦女小組，她對我

做的事雖然很不諒解，但還是每天為我做便當，我出

門時會送我出門，回到家時會幫我開門，並給我微

笑，也會溫柔的對我說話，每天睡前跟兒子一起為我

的平安禱告，還教導兒子要支持我、尊敬我，看到她

的改變，其實我很訝異，到底是什麼讓她轉變的？

太太開始改變後，我內心煎熬、矛盾增加，我

竟開始在她與外女之間徘徊，想回家又想繼續留在外

面，當太太溫柔時，我就會想到外女的脾氣其實很

差；但當她在凌晨突然把我叫起床吵架時，我又會想

離家；在外遇期間我發生了多次車禍，在某一個夜

裡，我騎機車撞上了停在路邊的汽車，第二天早上兒

子看到車頭全毀的機車，有很深的懼怕與擔憂，他說

他好怕就這樣失去爸爸，於是我心中暗自決定我要回

家陪伴兒子，不要再當一個缺席的父親。

有一個基督徒同事一直勸我回家，教會也有一位

同樣經歷的弟兄流著眼淚勸我說「趁你還來得及趕快

回家吧」，但我想我做錯了這麼多事情，我回得了家

重新牽你的手

嗎？感謝主，我的太太和孩子因為有耶穌的愛，他們

完全接納我回家，我心裡對太太充滿歉意與感激。

我也漸漸看清楚外遇和放縱情慾的生活不但沒有

給我真實的幸福與滿足，反而帶給我極大的痛苦，更

使我在婚姻、親子、工作、和錢財上都大大受虧損，

而我知道太太是因為相信了耶穌，依靠上帝給她的力

量才能原諒我，這位神太真實了！我也要來真心信靠

祂！所以在外遇五年後，我主動斬斷不正常的男女關

係，完完全全的回家了！現在每星期日我和太太孩子

一起參加教會主日，小組聚會，聽到敬拜的詩歌我會

不停的流淚，為自己曾犯過的罪深深悔改，我的空虛

與缺乏感越來越少，我的滿足越來越多，感謝主將我

從毀滅的邊緣救回來。

現在我的兒子已經讀高中了，我每天送他去上

學，看著他開心的走進校園，我激動的流下眼淚感謝

上帝。我也常常邀請太太中午跟我一起吃午餐，一起

牽手散步，這個時候我光明正大牽著的是太太的手，

所以我可以把手晃得很高很高，讓大家都看見！我的

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喜樂與自由，我相信上帝不

只改變我太太成為一個可愛又有趣的妻子，更修正我

變成一個負責任的丈夫，我也加入了學園弟兄小組，

在小組中與弟兄們彼此監督，彼此扶持，我們都願意

被上帝改變成為對妻子忠誠、愛家、愛神的好男人。

│跟從耶穌│　經歷家庭的更新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8:12）

＊初級門徒訓練
學習用四律和倚靠聖靈有果效的傳福音，協助完成大使命。
日期：10/8，10/15，10/22，11/5，11/12，11/19
時間：週一上午 9:00-12:00
地點：迦南會第一會堂（台北市南昌路二段202巷3號B1)
報名：hppts://goo.gl/6pFhvi
費用：300元

家庭婚姻事工，邀請您一起加入以生命影響生命的行列：

＊2018年馨香女人會
主題：點燃生命之光～以生命影響生命
日期：2018/12/4(二)
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廳
聯絡人：莊姊妹 0918167226

渴慕神話語，也愛為我們禱告，先生常騎著摩托車載

我上山下海四處遊玩，常常對我說：「老婆，我好像

現在才開始和你談戀愛一樣」。

感謝主，我們全家因為婚姻的風暴認識這位全然

是愛的上帝，使苦難成為化妝的祝福。

	 PART	2～國棟

我從高中就不斷的談戀愛，希望從每一段的感情

中得到被愛的滿足與快樂，但是總沒有辦法得到我想

要的。進入婚姻幾年後，我與一位女同事陷入外遇，

同時也開始了兼差、追逐名利與情慾的生活，我沉迷

在不負責任的歡樂中，也幾度要求太太離婚。我和太

	 PART	1～淑惠

6年前先生有了外遇，要求我離婚放了他，我對

他突如其來的舉動感到恐懼憤怒，經常對他咆哮、摔

東西、大哭……在我非常無助時一位朋友帶我進教會

直到受洗，後來我加入了學園婦女小組。

加入小組後我開始改變自己，學習尊重先生，

減少對他行蹤質問及偷看手機，接納他對我和兒子的

冷漠。有一次當我發現他竟把保管箱裡我所有的嫁妝

金飾全部變賣時，我全身發抖氣憤的向小組長哭訴，

神這時透過小組長問我一句話「淑惠，你愛我比愛這

些更多嗎？」突然間我的情緒平靜下來，我領受到神

對我的愛和恩典大過於我所在乎的這些金銀財寶，而

我的先生也比這些金銀財寶更有價值。我沒有向先生

追問這事，反而開始天天傳愛的簡訊給他，像是「老

公，清晨夜裡氣溫低，要把自己穿暖喔！超級想你的

老婆。」或是「謝謝你給我機會重新學習愛你，更謝

謝你每天辛苦工作，給我們好的生活。」

有一次夜裡我鼓足勇氣打電話給先生，想要關心

他，不料他接了電話很不耐煩的說：「我和朋友在台

中啦！」坐在他身旁的外女這時趁機宣示並擾亂我和

先生對話，當下我非常受傷憤怒。但無論內心如何痛

苦爭戰，我仍然堅持每週出席小組，姐妹們的分享總

會再次激勵我主動和丈夫修復關係。

在經歷了先生5年的外遇後，不可思議的是，先

生選擇離開外女回家。他也真心悔改相信耶穌，變得



2008年我們和一對創投實業家羅恩及英格麗夫婦

前往薩爾瓦多，他們要擔任職場領袖論壇的講員。回到

加拿大後，他們很期望也能得著自己城市的領袖，第一

個談道的對象便是公司的合夥人藍迪。

過了幾年我接到藍迪的電話，他打算搬到另一個

城市，也取得哈雷機車在當地的經銷權，想知道那裡有

沒有LeaderImpact的事工。當藍迪知道我們在那裡沒有

事工時，便決定不單只銷售哈雷機車，他也想開始協助

建立屬靈運動。通常在加拿大只有兩種人會購買哈雷機

車，一是毒販，另一種則是無聊的有錢人。於是我請他

在預備好之後和我聯絡。

六個月後，藍迪打電話通知我他準備好了，我們

之間相隔9個小時的車程，因此以下所發生的一切事都

是透過電話促成的，我甚至沒有去那裡拜訪他們。我告

訴他：「你第一件要作的事是：找出你的城市裡10個

最重要的基督徒領袖，與他們分享我們在LeaderImpact

所討論的異象，當你找到這10個人後再打電話給

我。」

過了一陣子，透過電話藍迪問我說：「納森，

我已經跟10個最重要的基督徒商界領袖

談過了，而且他們大部分都跟我買了哈雷

機車。我準備好開始了。接下來該怎麼做

呢？」

「接下來，你需要使用『戳破你的泡

泡』來訓練他們。」在加拿大基督徒大多

喜歡停留在自己的舒適圈裡，他們喜歡跟

其他基督徒在一起 ;  「戳破你的泡泡」是

要來幫助基督徒，學習走出舒適圈的泡泡

去影響這世界。在7週的課程中，受訓者會

畫出他們城市的地圖，找出當地最有影響

力的10個人，為他們提名禱告，也要問有

誰認識這些人，以便與他們建立關係。

藍迪又問：「那7週之後呢？」我對他

說：「這過程的下一個步驟是著手進行外展活動：『小

組論壇』(Group Forum)。」受訓者當中的某一人可以在

他公司會議室舉行這種小組論壇，做法很簡單，花費也

不多。」於是他們找了一位弟兄保羅來舉辦，他就是那

10個最有影響力的其中ㄧ人，是名相當成功的汽車經

銷商。他們共同決議每個人都要從禱告名單裡，邀請到

一人出席這場「小組論壇」， 保羅是當天的主辦人和

主講人。我們都曉得領袖其實都是學習者，他們喜歡

跟其他領袖學習。當天保羅向與會者談到他如何建立

他的事業，他成功的原則是什麼？但是當保羅談到曾

經歷過的失敗，從其中學到什麼功課時，每個人的精神

都來了，紛紛挺直腰專注聆聽。所有人都被保羅的真

誠吸引，因為當一位領袖願意敞開自己，分享個人的失

敗時，他對別人就越能產生影響力。保羅分享的第四個

部分是：信靠耶穌基督，帶給他什麼改變？當保羅分享

完因認識基督使他學會連結信仰與生活和事業之後，他

就邀請與會者參加接下來四週的課程，一起談論關於生

活、領導力與信仰的關係。

就在這個論壇舉行的前一晚，我接到藍迪的求救

電話。我原本擔心保羅沒有好好準備，或是沒有未信者

願意來參加。藍迪說：「你要求我們每人都帶一位領袖

參加，我的麻煩是我沒有聽你的話，身為領袖我自己就

邀了6個人，而這6人明天早上都要來，其中一位叫約

翰的他是全城最富有的人，如果明天搞砸了，我想我的

生意大概也完蛋了！」於是我在電話裡為他禱告。

第二天早上七點「小組論壇」如期在保羅的會議

室舉行，而我從六點鐘開始為他們禱告，九點半左右我

看到手機顯示來電者是：藍迪。他打電話來了！帶著些

許不安的心接了電話，並問情況如何？藍迪回答：「進

行得很不錯，但是我又有麻煩了！因為我那六位貴賓全

都願意參加接下來四週的課程，我該怎麼辦呢？」我鼓

勵他說：「沒問題，下禮拜之前我們會幫助你預備好

的。請放心！」於是接下來我就用遠距教練的方式幫助

他。兩個月後，我接到一則簡訊：「噢耶～今天有兩個

人接受主！」於是趕緊回電，藍迪在電話裡告訴我有人

在四週的早餐約會後接受了基督。

兩週後，又接到一則簡訊：「噢耶～又有人信主

了！」在之後的六個月裡面不斷接到這樣的簡訊。於是

我打了通電話問他說這六人真的接受主了嗎？藍迪回答

說：是的，他們全都信主了！

要知道很多加拿大的教會，整年都難得有成年人

信主；而藍迪竟能在半年內看到六個人決志信主。當我

們得到一個領袖，他可以改變整個社區，也能轉化ㄧ個

國家。

當一個人真心跟隨基督後，你必定能看到他生命

的改變！藍迪的客戶約翰透過「小組論壇」信主幾個月

後，接受了一些訓練，並且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意。而約

翰在他公司舉行盛大的開幕儀式時，邀請了200名客戶

出席了一樣的「論壇」。他向這些客戶分享了自己的生

命故事，他的成功與失敗，以及耶穌基督如何在過去六

個月改變了他的生命。事後半年之內，200位客戶中有

20人接受了主，更讓人興奮的是，約翰也帶領了他的

兒子及媳婦信主。

（本文整理自去年「台北領袖影響力論壇」訓練會錄音）

從納森所分享的這個奇妙見證，讓我們真實看到

「得到一個領袖，他可以改變整個社區，也能轉化ㄧ個

國家。」從這幾位商界領袖藍迪、保羅和約翰的身上，

我們看到行動所帶出的影響力，這行動是對神在他們生

命中工作的一種回應。你是否也願意在你的生活中開始

行動為神發揮影響力呢？

Nathan	Hildebrandt	

	(全球LeaderImpact領導團隊負責人) 		

藍迪Randy（右一）與他的哈雷機車車友合影

│跟從耶穌│　贏得職場的靈魂
耶穌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太4:19） LeaderImpact事工邀請你參加訓練

與小組，啟動屬靈倍增的循環。

更多認識我們的事工，

歡迎瀏覽 官網

奉獻網址
https://tccc.eoffering.org.tw/
contents/project_ct?p_id=97

http://leaderimpact.cru.tw

一個哈雷機車經銷商的故事 



雖然我已受洗多年，但還是常覺得在領人歸主上

很虧欠神。即使想做，卻不知如何開始；而當有機會

與同事、朋友談論信仰時，又不自覺落入辯論，使聽

者更排斥基督信仰。這讓我充滿挫敗，也更不敢與人

分享福音。

去年參加學園社領事工的City Impact聚會後，思賢

哥鼓勵我從簡單的「禱告，關懷，分享」開始，這讓

我彷彿看見了在職場向同事傳福音的曙光，並立即報

名參加「台北領袖影響力論壇」。我期待受裝備後能

應用在職場宣教中，使更多同事有機會來認識耶穌。

透過信息，我被提醒與影響力有關的兩項關鍵

要素：「品格與傾聽」。現今的社會往往只看重專業

能力與執行效率，但一個領導者需擁有品格及能傾聽

的心這兩要素，才能建構吸引人委身跟隨的團隊，並

往正確方向前進。其中一位加拿大講員分享他的公司

營運面臨困境時，領導團隊每天一起謙卑禱告，神賜

下提後1:7的經文：「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領袖藉著傾聽，

創造一個自由運作的環境，讓員工可以表達內心真實

的感覺，想法及需要，並尊榮他們，使員工也能發現

神放在他們裡面的創意，價值，及偉大之處。在充滿

愛的溝通環境裡，透過眾人的創意激盪，解決了許多

問題，甚至改變整個團隊的氛圍。這些好處，在台灣

普遍充滿高壓控制使員工感覺壓力及恐懼的職場文化

中，是很不容易看見的。

而加拿大LeaderImpact團隊在「職場領袖訓練」所

分享的見證及事奉經驗，大大地挑旺我想在職場上為

主做工的渴望。同時我也學到許多實作上的策略，及

在職場宣教時可能會犯的錯誤。在訓練中提到一處在

太9:36 的經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

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讓我很被

提醒：現今在職場裡許多人全心投入工作，但回家後

卻覺得空虛，就算使用世上各種東西來紓解壓力，也

還是無法得到真正的滿足與平安。

我了解到LeaderImpact的使命是要幫助職場人士

及領袖們，活得更豐盛有意義。雖然我只是公司裡的

一位工程師，但我明白神賦予每個人獨特的使命與任

務，我們的受造是很有意義與價值的。如果能善用神

給我們的恩賜與資源去連結相同異象的人，委身信靠

神並順服去行動，神定能讓我們看見祂榮耀的作為。

回到公司後，我與一位同樣對職場有負擔的同事

陳建伸，開始2人的職場小組，禱告短期目標能有7人

參與在小組裡，其中有一半是非基督徒。我們期待這小

組能讓每位參與者都真實經歷神的大能，使我們不單只

努力工作，也能在崗位上發揮神要我們帶出的影響力。

我相信神將我放在這6000多人的公司裡絕非偶

然，祂必定有要我去完成的使命。願神繼續帶領我們走

在祂的旨意中，並使我們在職場裡成為得人的漁夫。

後記：　黃思賢（LeaderImpact事工主任）

因著渴望在公司發揮影響力，彥彰邀請基督徒同

事建伸，開始持續為公司禱告，也嘗試舉辦小型福音

預工活動。在同工拜訪他們之後，建伸很興奮地報名

參加「運動咖啡館」—一個為LeaderImpact門徒設

計的小型訓練會，從中他明白了倍增門徒的定義與特

徵，並與我分享自己需要成長的地方。之後建伸主動

寫信邀請其他基督徒同事與我們見面，結果神讓他們

找到第三位對職場宣教有負擔的同事Frank。我觀看

神奇妙地動工，心中充滿讚美與敬畏！願神得著這公

司，使敬畏祂的人興起來改變職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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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ZOWN：神的異象我的夢想》
上帝創造你時，懷抱著對你獨一無二的異象。你知道有一個專屬於你要去實踐的

計畫嗎？發現並實現你的異象將會是你最享受、最有收穫的一件事情—因為藍圖是由

你的建築師、最認識你的造物主，所為你量身打造的。本書帶領你檢視你的「核心價

值」、「屬靈恩賜」、以及「過往經驗」，在三者交集處，可找到上帝為你預備的獨特

異象和生命方向。現在就邁開你的第一步，開始追求上帝對你的CHAZOWN（異象）！

《為情緒找個新門號─改變帶來醫治40天導讀》
「收訊不好」對現代人來說實在是痛不欲生的事情，走到哪裡都沒訊號，我們能忍

受多久？你目前的親密關係是否收訊不良？

本書收錄劉曉亭牧師帶領網友共讀《改變帶來醫治》的導讀短文，給自己一個機

會，用40天的時間，去認識真正的自己、學習建立親密關係、懂得與人有界線，並且不

再作孩子。不論是自己或是和三五好友一起閱讀，你一定能經歷到改變！

│讀│書│見│證│

「最近我重讀了白立德博士的書《 聖靈：超然生活之鑰》，再次被提醒『被聖靈充滿』的真理，而且白立德

的生命榜樣，激勵我向主禱告：『讓我有更多傳福音及造就門徒的機會』。就這樣，在那一個禮拜之內，上帝給

了我三個機會用四律向人談道（一位優秀的年輕軍官、一位大一新生、一位門徒的媽媽），也受邀到一個福音聚

會佈道。哇！上帝真實回應我更多傳福音的禱告！(我還在等待可以有進一步造就人的機會)」（學園張溫文傳道）

「我曾經遇到一個無神論加上懷疑論再加上相信宇宙爆炸論及第一因的大陸學生，整個談話的過程非常的刺

激……。我嘗試運用《有果效的福音對話》一書中的原則。扮演著『音樂家』及『畫家』的角色，用心的聆聽他的

走音，及描繪出能讓他正確認識上帝的畫面。雖然最後沒有辦法帶他信主，但是至少改變他對基督徒的看法。」 

（學園張光利傳道）

作者/克雷格．葛洛契爾

　　　Craig Groes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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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帶來改變 

彥彰（右一）與同事建伸合影

邱彥彰（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員）

│跟從耶穌│　傳遞屬天的信念
耶穌說：「…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約14:12）

作者/ 劉曉亭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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