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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順服世紀奇峰上的

門徒訓練
✢ 許菁芬師母（社子耶穌福音堂）

「上週有人有去傳福音的嗎？」我向同工們

問道。「我！我有！我在學校跟四個人講喔！」只

見一個小學二年級的弟弟興奮的跳起來，揮著手喊

道。「真的嗎！你怎麼跟他們說？可以說一次給我

們聽嗎？」我驚訝的問道，因為他每次跟著爸爸出

席傳福音訓練，我都當他只是來湊

人數而已。「好啊！就是講這個手環呀！」弟

弟把手舉起來，露出戴在手上的The Four手環，開

始認真的講給我們聽。

其實，當初我得知要由我在教會推動傳福音的

訓練時，我是非常擔心，因為覺得自己沒經驗、沒

有能力，教會人數也不多，所有人加起來含小孩子

也不過九個人，檢視這樣的光景，我一點信心也沒

有。但感謝神，當我還是選擇順服祂時，祂就用一

個小孩子來激勵我們，告訴我即使我們沒有經驗、

沒有能力，祂也有辦法使用我們；即使我們教會人

很少，甚至有的還年紀很小，祂也有辦法在當中動

工，成就祂要成就的事情!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

見。」（哥林多後書5:7）願我們在神面前有忠心，

單純愛祂且順服遵行祂的一切話。

與門徒同行

端午連假，我與事奉夥伴以及他國一的女兒，

三人去爬大霸群峰；三天內要走65公里。一早從管

制站出發，就是20公里的「大鹿林道」；接著要

走4公里、爬升近1000公尺，才能到達住宿的「九

九山莊」。最後4公里的上坡路，只剩沉重的腳步

伴隨急促的呼吸聲，不想走的念頭經常出現。但天

色已暗到要開頭燈，氣溫也愈來愈低；即使雙腿沉

重、意志衰微，我們也無路可退。只能忍著疲憊繼

續往前，不時禱告求主加力量。當我們到達山莊，

已是晚上7:30。

一同眺望大自然思想主

第二天是來回18公里、攀登四座百岳的行程。

我們清晨四點半就摸黑出發；走在寂靜的山徑上，

除了看到滿天星宿和高山日出，在三千公尺的高度

向四周眺望，竟也能清楚看見桃竹市區、陽明山和

龜山島。如此凝視著我們常年生活的台北，它實在

顯得渺小。大衛說，「我觀看祢手指所造的天，並

祢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世

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點，

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篇 8:3-5）

從山上往下看自己的生活之地，我看到忙碌、

競爭和壓力；人們的身心靈疲憊不堪，對身為人的

價值和使命，無法多想，也無力多想。我們常說要

以造物主的眼光看世界、看生活。站在3000公尺的

高度，環顧平地的居所，真的有這樣的感受。當有

機會站上這個高度，不難看見自己有多麼的需要仰

望那位坐在天上的造物主。

登頂感謝

走到大霸基已是上午11點；我們走得不快，準

備登小霸時，已是整座山頭上最後一隊。陸續從小

霸頂下來的山友們提醒我們「最後一段20公尺的峭

壁，上去跟下來都要特別小心」。

雖然無風也無雨，但看著那裸露的峭壁，仍叫

人心生恐懼；於是我們三人輪流禱告，讚美並祈求

天父保守。登頂過程，我們放慢腳步，配合14歲的

小姊妹，一步步謹慎的攀登小霸。最後，我們順利

登頂，安全回到小霸基，並向神獻上感謝的禱告。

第三天清晨，趕在梅雨鋒面報到前，我們帶著被鍛

練過的身心靈，再次走完24K的路，回到登山口，

結束這次大霸群峰行。

身心靈的門訓

在這條被山友稱為世紀奇峰的路上，是神設計

給我們的門徒訓練；在祂安排的學習單中，我們鍛

練堅忍和耐力、克制飲食與睡眠；配合團體時間、

團隊合作、扶持年輕的隊員。同時，我們被造物主

提升到平常無法有的視野來觀看與思想祂偉大的創

造和作為。我們也得到安靜，更新個人的生活與服

事，操練每個當下謙卑信靠神。

這是戶外事工特別的門訓和一個訓練者不可

少的經驗；離開習慣的冷氣房和科技，走進自然山

林，與神、與人、與其他受造面對面，領受與回

應。

✢ 王峙	傳道（學園愛岳人戶外事工）

2019 倍增教會全球聯盟  論壇

方向：成為連結眾教會，發展繁殖「倍增教會社群」(植堂)的平台，藉著基督眾

肢體的連結與合一，期盼貢獻教派或教會所具備的恩賜、特色、策略、資源等

等......，帶出造就倍增門徒,繁殖倍增教會/小組的屬靈運動，協助完成主的大使命

主題：【教會/小組 繁殖運動的模式與典範】

主題講員：Scott / 馬凱平（全球耶穌傳同工）、吳英賓牧師（士林真理堂）、林明政牧師（信義會榮光

堂）、莊懷駟牧師（浸信會我們教會）

工作坊/講員：1.基層植堂事工的實踐（基層宣教訓練學院院長－杜林茜牧師）2.建立大能的事工團隊（學園

大學事工主任－蔡伯宜牧師）3.如何開始中學老師小組（愛思品圓夢協會-林焜煌牧師）4.教會策略規劃過程

（學園大學事工副主任－何惠敏傳道）5.原住民教會植堂策略（浸信會豐盛教會－廖錦來牧師）6.如何推展

微型教會－夏昊霝牧師（福音協進會創新拓展處處長）

● 地點：士林真理堂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729號B1

● 費用：1000元  恕不退費，但可以他人代替參與。 

● 報名：一律以網路報名，請上台灣學園官網-近期活動-GACX論壇，

 或倍增教會全球聯盟粉絲頁，或掃描QR碼。報名確認，以繳費完畢為準！

● 報名截止日期：10/13

● 論壇聯絡人：游子毅傳道，0921-261-364 /Email: joshua.you@tccc.org.tw

狄克．普奈 Dick Purnell 著

優惠至12月31日止
一套三冊 原價 $540元

信心試驗31 天：

信心帶你做大事

你想要擁有每日與神同行的美妙時

刻嗎？你是否正在尋求一條信心之

路呢？只要你每天肯花幾分鐘讀

經、行動、祈求，你的信心將更茁

壯、更鮮活。

│售價180元│共104頁│

信心試驗31 天：

從神的名字認識祂

你認識那名字繁多的神嗎？神在聖

經中用超過兩百個名字顯明祂自

己，每個名字各自聚焦於祂其中一

個驚人的屬性。你現在有什麼需求

呢？來見見這位神，你能從祂的名

字中找到答案。

│售價180	元│共120頁│

信心試驗31 天：

更親近神

你想更親近神嗎？你想更熱心愛主

嗎？這本實用的讀經手冊能幫助

你，加深你與天父的關係。你將從

中學習神的道、心意、計畫，還有

祂對你無人能及的愛。

│售價180元│共104頁│

《信心試驗31天》靈修系列

＊學園網路書房

 專屬優惠

 （約74折）

狄克．普奈的暢銷書籍

《信心試驗31天》靈修系列，

能幫助你每天持續與神同行。

使用這些獨特的靈修手冊時，

一天只要投注20~30分鐘，

就能從中培養出對生命的嶄新觀點，

並加深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 王睿 會長

「倍增教會社群的策略介紹」

為了看到每1000人就有一個小組/教會，全球

教會運動（GCM）在「得人、造就、差遣」的策略

中，研發了「啟動、倍增、發展」的倍增教會社群

訓練2.0（MC2.2.0）的過程與材料。為了加速動員

全球更多的基督肢體，能夠興起來傳福音與造就門

徒，建立小組/教會，一起來協助完成主的大使命，

就開始修改材料與策略產生「倍增教會社群訓練

3.0」。目標是為讓更多的基督徒，能夠起來傳福音

與造就門徒，小組/教會能夠遍地的繁殖，直到主再

來的日子！

「倍增教會社群的啟動訓練」     

到了2018年10月開始推動MC2.3.0，也已經在

五個城市（台北、花蓮、台南、台中、桃園）培訓

牧者與傳道超過60位，他們有的在教會裡挑戰弟兄

姊妹開始「啟動」訓練，對周圍的人列

名單進行「禱告、關懷、分享」的過程

來建立新的小組，有的藉著對弟兄姊妹

的「倍增」造就，期待弟兄姊妹能經歷

主的愛和彼此相愛，能被主激勵興起，

也開始採取行動來分享神的愛。請看萬

華信心聖經教會白師母的見證。

她的信與變

當我跟瘦弱親切的店主說明神催逼來意時，她

的眼眶泛出淚水，直說：「我真的是神的小孩！國

中就認識耶穌，因為父母攔阻而離開教會…。我是

迷途的羔羊！」接著，我帶領她讀完「四律」小冊

小冊子，她立定說：「我要把一生交給主耶穌來管

理」。從那天起，我們開始了每週二下午的小組聚

會。  隔週，我使用了《啟動》訓練第三課耶穌問

瞎眼的巴底買，【你要我為你做什麼？】的「奇妙

的問題」小短片，她觀賞後，我即刻問：「如果今

天耶穌來到妳面前，當祂問：『妳需要我為妳做什

麼？』妳會怎麼回答？」當時她眼睛一亮，心防全

然突破，就把自己得了癌症，擔憂無法看到孩子長

大…等，所有林林總總的難處都吐露出來。頓時神

釋放人心，化愁苦為喜笑的經歷，真真實實顯在我

們當中，那真是人心未曾想過，耳朵未曾聽見的轉

化啊！

之後，邀請她來教會參加主日聚會，她的生命

更是被主翻轉；起初戰戰兢兢參加崇拜後，隨即匆

忙趕離回去開店，卻出奇經歷超過所求的營收，直

到現在她能夠憑信心倚靠神必供應一切，隨處享受

與神同在的喜樂，真是哈利路亞！是神一路催逼我

們走在祂的恩典中，願將一切榮耀都歸給主！

✢ 白汪淑	師母（萬華信心聖經教會）

我的聽與行

教會一位國小的退休老師，因為在職期間，

接觸很多萬華區的弱勢家庭，因此退休後仍投入該

國小的生命教育團隊服事。去年六月，她帶著一對

姊弟來到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在陪伴關懷過程中

瞭解這對姊弟的媽媽曾經是基督徒，所以樂意讓他

們來教會；而他們的爸爸已經缺席一段時日，媽媽

就經營檳榔店獨立扛起家計及教養兒女的責任。這

種處境在萬華地區並不陌生。老師對這個家庭特別

有負擔，相約我一起去探訪這位辛苦的「單親媽

媽」。

一般人對於檳榔店有一種複雜交易的刻板印

象，特別是他們的店址就坐落在萬華區許多阻街女

郎招客的地方。或許在我意識裡，潛存著缺乏同類

型的生活經驗，以致不自覺耽延了探訪。延遲三個

禮拜後，在一次的禱告會，我特別為這個家庭提名

代禱，低頭閉眼時，彷彿看見一個幽暗的斗室裡，

站著一位愁苦婦女的模糊影像。瞬間有聲音從我的

意念裡發出，說：「這是我的孩子，妳不顧嗎？」

我直覺是神對我耽擱探訪的責備。於是幾天內，我

們正式到訪「艋舺檳榔店」。

跟著神的腳步走
啟動（每週）

倍增（每週）

發展（每月）

＊建立MC2運動模式

倍增教會社群訓練（MC2.3.0）

的異象與介紹

「倍增教會社群的異象」

全球人口不斷快速增加，已經超過70億，仍然

有50億人口仍未聽見福音，不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

和愛是何其寶貴，主耶穌不願一人沈淪，乃願人人

得救，生命經歷改變！

所以我們必需要加速動員20億的基督徒來回

應主所頒佈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門徒，使每ㄧ

個人都能認識一位真心跟隨耶穌的人（馬太福音

28:18-20）。

於此同時2010年，全球教會運動部在成立之

時的異象，就是期待－每1000人的社區、網路、村

莊、高樓大廈，都能建立一個教會或小組，並且在

2020年時，全球能增加500萬倍增門徒，產生500

萬倍增教會/小組。

神正興起的屬靈運動
─全球教會運動（GCM）

門訓觀念與方法的突破

我們夫妻帶領以家庭為主的細

胞小組有10年了，其中生命有成

長，大家感情好，但也充滿了小

組無法擴展的挫折與無助。  在想

突破的動機下，2016年9月我們開始接受學園

倍增教會社群訓練，這課程訓練不是在上課，而是

幫助大家操作如何發展4代門徒倍增及完成大使命

的過程。透過這訓練，我們在帶領小組的觀念和方

法上有很大的突破，我們不只是在帶小組聚會，而

是更多的建造門徒，這也是我們以往較少著力的。

門訓的過程

在建造門徒的開始，我們先檢視自己的生命，

是否真實活出遵行主道，身上是否有耶穌的香氣。

原來老我還是有很多要對付的，我們不斷學習更新

讓自己的生命成熟，可以成為門徒的榜樣，也希望

能以為父的心來建造門徒。

為了建造門徒，我們花時間在組員身上，個別

陪伴他們讀經禱告建立與神的關係，鼓勵他們活出

真實的信仰生活，遇見問題帶

領他們靠神度過。 在小組聚會

中，順服式查經幫助組員更深

反思神的話及應用在

生活中。

宣教異象的傳遞

讓大家更願意去傳福

音。

我們在小組中做簡

易的「禱告、關懷、分

享」訓練，並陪伴組員

實際操練為人禱告，探

訪時操練分享得救見證；聚會時聽到組員禱告關懷

分享的見證，大大激勵了大家的心。

 

門徒小組的改變

經過2年多，我們小組有4位福音朋友受洗，

且委身在小組。小組人數漸漸增長，聚會時需要分

組查經；小組氛圍改變很多，不再只是內聚。大家

願意列出自己未信的家人福音朋友，不斷的禱告關

懷；小組辦戶外活動時會主動邀請福音朋友參加；

小組分組探訪福音朋友大家也是熱烈參與。

我們不斷鼓勵挑戰組員成為門徒，也去帶領

門徒。相信我們專注用心的持續建造門徒，總有一

天我們要看見門徒4代倍增，並完成主託付的大使

命。

訓練「訓練者」 
✢ 范光宗彭蘭舜	夫婦	

✢ 黃均宇	傳道（竹北恩典城市團契）我參與在

全球教會倍增運動中
倍增異象的吸引

感謝主，能夠有機會與各位分享我參與在全球

教會倍增運動中的見證。我是在2017年年初從王睿

牧師夫婦的事工中開始認識這個屬靈的運動，當時

我正在神學院接受裝備，也等候主的差遣尋求下一

步服事的方向，而當王睿牧師介紹這個倍增教會社

群的異象時，我對於產生倍增的小組與多代的領袖

非常感興趣，於是便接受邀約參與訓練。

倍增的訓練

倍增教會社群訓練又稱為MC2訓練，以一種

簡單、可傳遞的訓練模式來幫助參加者逐步地建立

倍增的小組和門徒。我在訓練中的收穫是，任何基

督徒都可以靠著有紀律地執行禱告、關懷、分享

（PCS），來找到那些能被跟進、被發展的人，也

就是所謂的和平之子。

在以往小組運動的訓練中，大部份是你聽完了

一整套策略跟課程，但對於如何操作跟執行仍舊茫

然不知所措，甚至沒有動力去實際演練，總是需要

教會牧長老牛拉車拖著大伙一起走。但在MC2訓練

中，參加者都被指派教練，有定期的督導、關心並

一起禱告。我可以給教練回饋，教練也可以提出關

鍵的建議。也就是說，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好像手

拉手一樣來建立健康的倍增小組。

 

倍增的行動

當然，實際的情況千變萬化，會遇到各種各樣

的艱難跟挑戰。以我自己為例，我們一家在2017年

9月搬遷至竹北喜來登飯店附近，並開始一個家庭

小組，期望將來能在當地建立教會。兩年來，我們

透過舉辦公開的免費講座，用目標群眾感興趣的主

題（如親子教養、幸福婚姻）來打開知名度，讓更

多人認識我們，並延續講座的熱情，目前又組成了

2個「功能型的小組」（如媽媽小組、夫妻小組）

來跟進並造就。

目前我們還在努力往植堂的目標前進，願神賜

福給竹北這塊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