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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生生 不息；
差傳使命，代代 相傳。
黎嘉禮牧師
香港宣道差會總幹事及本中心顧問

這

個世界和世代極度需要屬靈領導 (spiritual leadership)，帶領世人走在主所喜悅，真正幸福的道途中。但正如加
拿大維真神學院 (Regent College) 名譽退休教授畢德生牧師 (Eugene H. Peterson) 所言：「領導若不好好建基

於跟隨者之道 (followership) ，即跟隨耶穌，就對教會及世界都是危險。」1
門徒訓練 (Disciple Training) 不單裝備教導我們如何跟隨主，更提醒我們人生的關注及專注在於跟隨耶穌，這不是完
成一些課程就可完事，當然澳宣培訓中心在這方面給予受訓者不少的幫助，這是肯定的；但無論如何要強調的是一生的跟
隨，終身學習像主及實踐主道 ( 太 28:20)。縱觀「門徒」此字在新約只出現於新約四福音及使徒行傳中，配合其他書卷對
信徒成長的要求，歸納最少七方面在跟隨主過程中需要靠主不斷更新及進深：

1. 呼召的更新及進深

3. 恩賜的更新及進深

6. 宣教使命更新及進深

在不同人生階段回應作主門徒

透過禱告及實際參與去多方面

當時門徒實習操練向同文化的

的呼召：學業、職業抉擇、全職抑

發掘恩賜、不斷發現、不停發展、

猶太人佈道 ( 太 9:35-10:23)，學習

或帶職的事奉、戀愛、婚姻抑或獨

不吝發揮，在所處崗位、職場學習

如何團隊事奉，也預習及領受跨文

身、生兒育女培育新一代、為主而

與肢體互相配搭，為主不懈努力去

化的大使命 ( 路 10:1-24) 向普天下

活也願為主而死，在主貴重的恩典

發光發熱。

進 發 ( 太 28:18-20) 。 (GLOCAL

的賜予下，願意付代價回應跟從愛
我們到底的主，放下不單是身外物，

and CROSS CULTURAL)

4. 神學真理更新及進深

更是自己，為要成全主美好的旨意。

由關於神的知識進到屬神的知

（舉例參照彼得的不同呼召的回應：

識，用理性、系統思考、整理及整

約 1:39-42，可 1:16-8，路 5:8-11，

合、指導進入更全人、更全面認識

可 8:34，約 21:19）

神。

2. 品格的更新及進深

5. 屬靈操練更新及進深

7. 僕人服侍及
領導更新及進深
跟隨基督進深會認識到主的虛
己降卑榜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甘願為奴之精神，正是我們當效法
主的重點 ( 腓 2:5-8) ，甚至成為領

除去舊人、壞習慣、舊脾性，

禱告、讀經、默想、禁食、簡

袖都以僕人領袖為職志，而不是高

穿上新人，藉聖靈的工作結出聖靈

樸、認罪、相交、獨處、敬拜、服事、

高在上，高不可攀；反而是謙謙卑

果子 ( 加 5:22-3)，舉例如雅各及約

傳福音、社關、順服、辨別等操練，

卑，恭恭敬敬，深感不配地服侍主、

翰兩弟兄被稱雷子，脾氣火爆，但

門徒們可實際地作以上的操練，經

服侍人，直至見主面。

看到後來約翰的改變，特別在約翰

驗神藉這些操練媒介賜下的恩典。

書信反映他的苦口婆心，不厭其煩
耐心鼓勵受信人，品格脾性的轉變，
有何等的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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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以上層面上不斷更新及進深，可以達到門徒生生不息，延續訓練更
多門徒，且一同承擔又承傳宣教使命，也自然代代相傳，直至主再來！

From “Follow the Leader” by Eugene H. Peterson, published by Fuller Focus(Fall 2001).

1

感恩。同行
吳劉月明師母
本中心校長

感

致送紀念品給義務導師團

謝神！澳宣培訓中心廿週年感恩聚會暨結業典
禮已於 9 月 6 日下午順利舉行。

聚會能夠在疫情下圓滿結束，既感受到神的恩典同
在，也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和協助，深深銘感！
為慶祝二十週年，我們特意製作了一個紀念品，是一
個鎖匙形狀的 USB。最後我們以腳印來表達對主的感恩之
情！感謝主與我們同行，帶領著中心前行，也帶領著我們
的人生。人生難免有苦難，腳印就讓我們想起《Footprints

第三屆信徒領袖結業學員與導師

In The Sand》這首詩，想起上帝的溫柔，上帝抱著輭弱
的我們走過種種低谷和危難，讓我們知道「耶和華必在你
前面行，祂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申 31:8）祂從前如何看顧我們，將來也會照樣看顧我們。
感謝主賜我們同路人，彼此扶持同走天路。我們彼此
不是競爭者，我們是同行者。本中心得以順利推行各項課
程，因為有出心出力的顧問團、義務導師團和各位襄助的
牧長，一同努力，完成神的計劃。他們不單是我們的同工，
也是我們的同行者。而在推行門徒訓練和信徒領袖課程的

第五屆門徒訓練結業學員與導師

時候，導師不單是教導者，也是學員的同行者；學員之間
在主裡也互相扶持和同行。
當然，我們最感恩的，莫過於有那位愛我們到底的主
與我們同行一生。我們要緊緊跟隨祂的腳蹤行，在祂「有
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約 6:68）門徒之道就是
跟從之道，順服祂，效法祂，任祂差遣。無論去到那裡，
我們都是福音的見證人。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不單
是傳基督，心中更尊基督為主、為聖。如經上所記：「報
福音傳喜訊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 10:15 下）
回想十年前，本中心的十週年特刊，我以神「施恩的
手」為題；十年後，我以神「同行的腳步」為題，深願我
們「全身」、「全人」跟從主，一步一腳印，都是恩典的
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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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品

訓勉摘要 --

跟隨基督的門徒
我

《普世宣教（一）》

們很榮幸邀請宣道會澳門聯會執行幹事吳金煌
牧師擔任本中心廿週年感恩聚會暨結業典禮的

講員。他以「跟隨基督的門徒」為題，提醒我們信耶穌的
人，就是基督的門徒，作基督的門徒要有兩個「認定」和
兩個「方法」。兩個「認定」是：
一． 對象

《福境重尋之路課程》

我們只有一個、也是惟一一個 (Only One) 跟隨的對
象，就是「耶穌基督」。我們只有一個師傅，我們要「學」
師傅，也要「像」師傅；不是學效那一個名牧、名人或學者。
二． 時間和地點
我們跟隨基督是不分時間和地點的，我們無論在任何
時間和地點，或是在任何光景，順境還是逆境，我們仍是
基督的門徒，身份不會改變。
而我們跟隨基督有兩個「方法」：
一． 親近基督

《喪事服侍課程》

就是閱讀聖經和禱告，以致我們能敏感祂的同在。
二． 活出基督
① 需要一點一滴去實踐神的話，累積經驗。閱讀聖經

不是為增進頭腦上的知識，實踐聖經才是真正明白聖經。
② 永不言敗。實踐神的話是屢試屢敗，也是屢敗屢

試。我們有時會跌倒，不要緊，最要緊是不要放棄。
③ 敏感聖靈。聖靈常常提醒我們按真理、按良善而

行，所以我們常保持一夥願意改變的心。

《由里斯本到澳門－我們的承，我們的傳》

歷屆結業學員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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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
馬太福音 1:23

祝

聖誕平安

新年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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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本人願意為「 澳宣培訓中心 」及其事工代禱。

m 本人想繼續索閱每期季刊。

m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 澳宣培訓中心 」。

姓名（個人 / 教會 / 機構）：

『 奉獻方法 』

＿＿＿＿＿＿＿＿＿＿＿＿＿＿＿＿＿＿＿＿＿＿＿＿＿＿＿

1. 以劃線支票連同本表格一併郵寄至本中心，抬頭請寫「澳宣培
訓中心」。
2. 將款項直接存入本中心在澳門華僑永亨銀行之戶口（澳門幣：
834827-100 / 港幣：822078-101），把存款收條連同本表格郵
寄或傳真至本中心，以便記錄及分發正式收據。
4

l

3. 親臨本中心奉獻。

地址：＿＿＿＿＿＿＿＿＿＿＿＿＿＿＿＿＿＿＿＿＿＿＿＿
電話：＿＿＿＿＿＿＿＿＿＿

手機：＿＿＿＿＿＿＿＿＿＿

電郵：＿＿＿＿＿＿＿＿＿＿＿＿＿＿＿＿＿＿＿＿＿＿＿＿
填表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