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振游教授全方位門訓研習本系列 
 
如有需要可以到使者書房訂購： 
http://afcresources.org/contents/en-us/d412_Page-207.html 

 
我出版一系列小組研習本，方便小組成員以書中材料為基礎，按著書中分享題目，鼓勵生

命經驗的分享，並彼此代禱，手牽手的一起成長。 這系列書提供信徒一個全方位的門徒
生活：個人與神關係，教會服事，家庭，職場，與領袖訓練。 除了書本，組員可以用書
裡的 QR密碼，上網免費下載作者的講道錄像，還有講道的 PPT  PDF文檔， 方便參考， 
減少組長的準備負擔。  
 
 

1）《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 
 
這是一本基本門訓教材。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成立一個門訓小組。 小組組員可以輪流帶領，
把教導的擔子放在教材上。 帶領者的角色只是引導討論，鼓勵生命經驗的分享，並彼此
代禱。 重點在於給組員一個屬靈成長的南圖，並陪他們養成好的靈修習慣，從神得力。  
12項目內容包括： 
 

 
 

第一課作主門徒        
第二課禱告         
第三課靈修         
第四課得救的確據        
第五課浸禮         
第六課得勝的生活        
第七課明白神的旨意       
第八課教會生活        
第九課忠心的好管家       



第十課傳福音        
第十一課有異象的人生       
第十二課造就門徒的計劃       

 

帶領門訓的組長，可以參考《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DVD錄像，看我如何用小組方
式帶領門訓。  
 
2）《天路客之歌》 
 

《天路歷程》是基督教經典小說。 作者約翰班揚用寓言的方法，把信徒一生遇到的生活
挑戰，用一個基督徒的旅程經歷，生動簡要的描寫出來。 我們在繁忙的生活中，有時也
會走了岔路而不自知，《天路歷程》給我們很好的提醒。 我們碰到的困難，其他人也碰
過。 我們遇到的試探，別人也可能遇過。 他們是如何勝過的？ 如何在面對種種困難時，
懷著天城的盼望，靠著對主耶穌的信心，堅持到底？ 我自己看完《天路歷程》後，有很
多感觸和想法。 於是就將書裡面一些主要的屬靈教訓整理出六個資訊，寫成《天路客之
歌》研習本。 方便如果教會主日學用，只有一個小時，所以每個主題分上下兩課。 讓弟
兄姊妹多一點時間討論，分享他們在走天路的不同經歷： 
 
 

 

 
1）門徒訓練與天路歷程; 
2）不斷向前; 
3）脫去重擔; 
4）信心路程; 
5）屬靈爭戰; 
6）抵達天城。 
 

按著書中分享題目，鼓勵生命經驗分享，互相勉勵。 用這本書以前，弟兄姊妹須先閱讀
《天路歷程》這本小說，或在網上觀看《天路歷程》電影或卡通片，對故事大概有所瞭解。  
 

 

 



3）《靈命成長的秘訣》 
 

這本小組研習本是繼《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再提供深一層屬靈成長的課題，供

小組組員互動分享， 深一層建造信徒的靈命。  
 

 
 

第 一 課： 劍橋反思從神得力-（上）   
第 二 課： 劍橋反思從神得力-  （下） 
第三 課： 平衡喜樂的人生- （上） 
第四 課： 平衡喜樂的人生    -（下） 
第 五 課： 禁食禱告的操練 —（上） 
第 六 課： 禁食禱告的操練 （下）   
第 七 課： 面對逆境定睛耶穌    （上）  
第八 課： 面對逆境定睛耶穌 （下）  
第 九 課： 靈命進深的三個階段     （上） 
第 十 課： 靈命進深的三個階段 （下）  
第十一 課： 人如何改變的要訣 （上）  
第十二 課： 人如何改變的要訣  （下） 
第十三 課： 對真理的尊重 （上）  
第十四 課： 對真理的尊重 （ 下） 
第十五 課： 真正的謙卑 （上）  
第十六 課： 真正的謙卑 （ 下） 
第十七 課： 四重服事的態度 （上）  
第十八 課： 四重服事的態度 （ 下） 
 
 
4）《同工的塑造 領袖的培育》 
 

 



教會有好的同工領袖，是神國之福。 事工可以開展，信徒得到造就，神的名得榮耀。 同
工領袖的發掘與培養，是教會的重要任務。 其實教會以外也是如此， 家庭，職場，國家
也需要好領袖。 國家有好總統， 就國泰民安。 在公司企業學校機構有好領袖， 機構便有
好發展。 家庭也是一樣， 丈夫是屬靈的頭， 帶領全家服事神， 何等美好。 這本研習本討
論僕人同工領袖的培育，他們的素質與發展階段。 分十個主題，讓組員學習討論，希望
有助於同工領袖的培育。  
 

 
 
1）  當今需要同工領袖 
2）  同工領袖成長階段 
3）  同工領袖的素質 
4）  與神同行從神得力 
5）  異象與召命 
6）  建立同工團隊 
7）  面對批評與衝突 
8）  走出靈性低潮 
9）  服事的真諦 
10） 同工領袖的傳承 
 
5）《幸福家庭， 蒙福人生》 
 
我的構想是提供弟兄姊妹一個門徒生活的全面寫照，不單是個人與神的關係，或是教會生

活，也在家庭中做門徒。 《幸福家庭， 蒙福人生》是描述基督門徒家庭生活的方方面
面，從年幼到年老的人生經歷，在家庭生活中如何遵守神的旨意和彰顯神的榮耀。 好見
證會吸引家人信主，從小將孩子帶到神面前，設立家庭祭壇。 這書共有十個主題： 
 



 
 
（1）戀愛與婚姻; 
（2）何必等到結婚; 
（3）男女朋友分手; 
（4）吵架的藝術; 
（5）教養孩子的六 A秘訣; 
（6）培養兒女責任感; 
（7）中年危機; 
（8）陪伴老人; 
（9）愛的真諦; 和 
（10）建立家庭三重祭壇。  
 

十個主題可以簡要地分五類 —— 
主題（1），（2）和（3）是提示婚前擇偶與約會需要注意的事。  
主題（4）是關於婚姻中夫妻相處之道。  
主題（5）和（6）是討論如何教育孩童。  
主題（7）和（8）是關於人漸老，步入中年與老年的情況。  
主題（9）和（10）是總結，討論美滿家庭的兩大要素：懂得如何去愛和獻上家庭為祭
壇。  
小組組員在人生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經驗。 可以藉著研習本所提供的問題相互分享，學
習基督門徒如何過一個健康，蒙神喜悅的家庭生活。  
 
6）《智慧管家，職場發光》 
 

《智慧管家，職場發光》是幫助我們在職場中作門徒，描述在規劃事業與個人理財中如何

遵守神的旨意和彰顯神的榮耀。 信徒一周時間一大部分是用在在工作或學業上。 如何在
工作崗位經歷神，活出門徒的樣式，做好見證？ 小組組員可以互相分享經驗，互相勉
勵。 這書共有十個主題： 
 



 
 

（1） 職場呼召; 
（2） 平衡人生; 
（3） 人際關係; 
（4） 處理衝突; 
（5） 領導有方; 
（6） 財務自由; 
（7） 聰明投資; 
（8） 前一個機; 
（9） 樂意奉獻; 
（10）職場福音。  
 
 

郭振游教授四傳模式 DVD教材介紹 
 
這四套 DVD是按照四傳模式（傳福音，傳生命，傳服事， 傳出去），一步步帶領有心的
基督徒，成為耶穌的門徒，神國的生力軍。  
 
 
第一套：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 
 
給信徒一個簡單的基督教信仰與門徒生活的框架，陪伴他們一起靈修，養成每天與神親

近，能夠自己餵養自己，從神得力的好習慣。  這是四傳中的傳生命。  
 

 
 



 
第二套： 如何有效的帶查經 
 
門徒每天靈修，每天與神親近，能夠自己餵養自己。 下一步該學習如何藉著神的話餵養
他人。 這是四傳中的傳服事。 學習有效的帶查經是很好餵養他人的操練。  DVD 內先介紹
理想小組查經是如何。 在準備帶查經時，如何分析經文要旨，如何設計有興趣的問題，
引導弟兄姊妹尋找經文要義，應用在生活裡。  DVD包括 CD，有新舊約某些書卷的經文分
析與問題設計的例子，方便帶預查者參考。  
 

 
 
 
第三套： 如何有效的傳福音 
 
門徒訓練的另一方面的裝備是傳福音。 門徒要往外傳，走在前線，最能經歷與聖靈同工
的甜美。 當走出去，才感覺自己學得不夠，更有動力學習神的話。 這是四傳中的傳福音
與傳服事的部分。 DVD有多種資訊，包括如何以經文為慕道友禱告，如何作個人見證，
如何結成團隊一起去傳，如何解答疑難問題，如何有效的跟知分子傳福音？  
 

 
 
 
第四套四傳：同工領袖訓練 
 
這是四傳中的傳服事與傳出去的部分。 當門徒有好的靈修習慣，不但能每天藉著靈修自
己餵養自己，也能以神的話餵養他人（帶查經，傳福音，陪談，教導）。 下一部是培養
他們有一個牧者心腸，謙卑服事，關心弟兄姊妹，如同關心羊群一樣。 可以培養他們成
為小組組長，甚至是執事同工，長老，神呼召成為全職的傳道人或是宣教士。 DVD介紹
門訓與教會建立和宣教的關係，特別講解傳福音，傳生命，傳服事， 傳出去每個階段要
留意的重點，給教會同工領袖與宣教士的服事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