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中和長老教會

領袖門訓宣教事工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生命的呼召

約 9:2-3 「門徒問耶穌說： 『拉比，這人
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
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 『也不是
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
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在⼀一
個主日信息講道中，牧師口中從聖經引用

耶穌的⼀一段話，深深地打進了我內心的最
深處，是⼀一個沒有人曾碰觸過的深處。

我⼀一出生左腳就患了小兒麻庳，然而小學
二年級所發生的車禍讓我的左腳更加扭曲
變形，從此我的人生也更加扭曲變形。在
學校裡，因著外表的殘缺，使我容易遭受
到同學們的歧視，有⼀一次還遭受到班導和

生命呼召 & 經歷

1

章節  1

• 約 9:2-3  門徒問耶穌說： 「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
父母呢？」耶穌回答說： 「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
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



同學們拿我的腳來開玩笑，這使我內心受
到非常大的創傷。

我常常在我的內心想著：「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我沒辦法像正常人⼀一樣過著普通的
生活？」、「這世界還有人會愛我嗎？有
人會接納我這個殘缺的人和我結婚嗎？」
這些疑問⼀一直放在我的心中，沒有任何⼀一
個人能夠回答我的問題。

但耶穌在回答門徒為什麼這個人會生來瞎
眼時，祂跨越了時空在回答我生命的問
題，「我會有這樣的遭遇，也不是我犯了
罪，也不是我父母犯的罪，而是神要在我
身上顯出祂的作為來。」

雖然那時我並不是非常清楚神要怎麼在我
的身上顯出祂的作為來，但從那天起，我
開始對這位耶穌有了極大的興趣，想要更
深認識祂。在 2008 年 7 月，在神預定我
誕生的月份，我知道耶穌揀選了我，於是
我與祂立約，正式進入到神的家中，成為
祂的孩子。

靈命的雕塑

因著神的恩典，使我從國中就對音樂有極
大的興趣，在我孤單心靈中，音樂創作成
了陪伴我的同伴，使我能夠舒發內心的孤
單與渴望。也因著音樂的恩賜使我能夠有
機會踏進教會，與⼀一群熱愛音樂的弟兄姐
妹⼀一起透過音樂來敬拜神。

在受洗之後，開始接受主領敬拜的挑戰。
當時有機會參與七舍客勒樂團的晨禱聚
會，那場聚會讓我大大經歷到神的大能，
使完全不知該帶領什麼歌曲的我，在那聚
會中知道我人生中第⼀一次主領敬拜的所要
選擇的歌曲。

因著晨禱的經歷讓我開始將這美好的晨禱
聚會在 2009 年 5 月帶進敬拜團，到目前
為止每個主日的⼀一大早，我們敬拜團都會
以禱告成為主日服事的開始，為各樣事工
與同工來守望禱告。這使我們的敬拜有極
大的恩膏，也協助牧師引導弟兄姐妹更加
進入神的同在中，在敬拜祂和聆聽祂話語
中更加進入到生命中。

在這同時神也將 QT 每日靈修帶進到我的
生活中，讓我可以體會到每日與主同在的
喜樂。神也給我⼀一個特殊的呼召是要我每
天寫禱告日記來記錄教會復興的過程，因
著這呼召讓我從 2009 年 5 月開始直到今
日可以不間斷地每天寫禱告日記，將神在
我身上和教會當中所行的事都記錄了下
來。

過程中有好幾度想要放棄，但因著神的恩
典讓我已經累積了⼀一千六百多篇的日記，
這當中有許多神滿滿的恩典，也有許多神
對我的調整，使我的靈命⼀一天比⼀一天更加
成熟，讓我也⼀一天比⼀一天更加了解祂的心
意。

經歷神

因著神的引導，在 2009 年 5 月，我和慧
柔參加了江子翠行道會所舉辦的經歷神營
會。在這營會中聖靈大大地充滿我，神讓
我看見了⼀一幅美好的異象。我站在⼀一座很
高的山上，往下看見滿山滿谷神的子民⼀一
同在敬拜著至高榮耀的神。我被這極大榮
耀的異象深深地吸引，我深信神必成就這
大事，讓我能親眼看見這異象成就在地
上。

在那同時我和慧柔⼀一同領受從神而來的方
言恩賜，當時張振華牧師還開玩笑的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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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樣子回去該怎麼辦？」（因為我
們是在長老教會聚會，比較難接受這樣子
聖靈的工作。）當時我很清楚聖靈在我的
內心感動我：「不怎麼辦，就把長執們都
帶來參加經歷神營會不就好了？」這樣的
話語便⼀一直在我的禱告中。然而神所做
的，真的是超乎我們所求所想。隔年我們
不只是帶長執去參加經歷神營會而已，而
是將整個經歷神營會帶進教會舉辦。

我看見神大大地更新我們教會，使我們在
那次聚會領受那美好的聖靈充滿，改變了
我們的眼光，更新了許多同工的眼光。使
我們的生命再次甦醒，不倚靠著肉體過生
活，而是單單倚靠聖靈來活出神的呼召。

小組建造的呼召

在 2008 年受洗後，我便與慧柔接手了青
年團契的牧養工作，在⼀一開始實在有許多
的困難，有許多青年都愛來不來的，冷淡
的心傷了我許多次。但靠著神的恩典與帶
領，我將 QT 帶進這群青年的生活中，建
造他們每天與神的關係，讓他們不再對神
感到冷淡，而是明瞭神在他們身上的心
意。

小組建造的異象⼀一直放在我和慧柔的心
上。因著神的帶領，讓我們順利在 2009 
年同時開辦了教會社青小組、傳道小組以
及協助開辦美好小組，興起了教會小組化
的轉型，因著小組讓我們接觸到許多跟我
⼀一樣年紀的弟兄姐妹和新朋友，讓我們真
實經歷彼此相愛的關係，生命彼此緊緊相
連的美好。

在這些神所帶領的服事當中，祂開啟了我
的眼睛，讓我看見靈命建造的重要性，許
多在教會聚會自稱為基督徒的人根本不認

識耶穌是誰，但依然能每週來聚會，就像
參加社團⼀一樣，沒有想要受洗，也沒有想
要服事。這個問題特別嚴重出現在從小在
教會長大的青年當中，我很納悶為什麼他
們⼀一直遲遲不受洗呢？

因此神的靈激動我的心，使我開始為他們
上 101 生命造就課程，在這過程中我大
大看見聖靈奇妙的帶領，賜給我疲憊的身
體充足的體力，並且賜給我當說的話。在
上課互動的過程中，我了解到青年們對受
洗資格的誤解，⼀一直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受
洗，所以才遲遲不敢受洗。

讓我印象就為深刻就是在我手上第⼀一批受
訓的青年們，當最後⼀一堂課結束時，我感
受到聖靈感動我呼召他們舉手回應神去受
洗。本來內心很害怕沒有人會舉手，但當
我⼀一看見幾乎所有青年都舉起了手，我的
內心充滿著無數的激動，我知道神要轉化
這群青年，神有極大的能力去改變不冷不
熱的生命。到如今神透過我的手已經帶領
二十幾位青年、社青在 101 生命造就課
程中認識耶穌，進而渴望祂進入到生命當
中。

神不斷在我們所處的小組成就祂美好的旨
意，使我們不斷在祂的裡面成長茁壯。在
今年神讓我們青年團契真正地轉型成青年
小組，而且藉著我的手來門訓出四位青年
領袖來獨立帶領神所託付的羊群。這些小
組長極度地委身在小組事工當中，為著小
組靈命成長在努力，這讓我看見神在我們
當中成就的榮耀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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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訓練的看見

當我在開始牧養青年小組的時候，深深地
看見這群青年就像是沒有生命的軀體，⼀一
次又⼀一次地來來去去，但內心卻沒有⼀一次
比⼀一次更加對主火熱，反倒持續在不冷不
熱的狀態，沒有年青人的熱情。

直到我決心把所剩不多的時間獻上，在主
日下午開始為他們上生命造就課程，在分
享神話語時，與他們的生命對話，看見他
們在信仰中對耶穌錯誤的認知，靠著聖靈
賜給我的智慧與能力帶領他們看見真實在
生命中的耶穌。

全職異象 & 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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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2

• 約 12: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 路 9:23-25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雖然主日早上早已將眾多的力氣耗盡，但
我深深經歷到聖靈充滿著軟弱無力的我，
使我在傳講祂真理建造門徒時，有著難以
言喻的精力和亢奮，使我越傳講越興奮，
我常常感受到主與我們同在。

在這建造的過程中，神讓我看見祂真理的
奇妙大能，這群青年因著我對他們生命的
真實委身，開始在生命中有顯著的成長。
這群原本軟弱無力不冷不熱的青年，漸漸
看見耶穌在他們生命中的心意，使他們相
信耶穌是他們生命的主，因此⼀一個⼀一個失
喪的靈魂都得著拯救地奉耶穌的名受洗。

神讓我看見為羊捨命以及用祂的話語帶領
他們跟隨耶穌是如此重要，如今這個不冷
不熱的小組已經生出四位火熱的小組長，
分別帶著兩個極有生命力的小組。在這過
程中耶穌不斷地帶領我，使我深深感受到
建造跟隨耶穌門徒的重要和急迫性。

門訓的擴展

因這樣的生命建造的看見，使我越來越擴
展生命建造的對象，從青年到社青小組的
成員，神⼀一次又⼀一次讓我看見這些靈魂在
生命的更新，耶穌在他們生命中扮演越來
越重要的角色，他們的生命得著越來越多
的信心與喜樂。

這讓我更加確信神話語中的真理是這黑暗
世代需要的光，許許多多被這世界現實捆
綁靈魂需要這光。

雖然在這短短的幾年，因著神的大能與帶
領，使我陸陸續續帶領了二十幾位的社青
與青年受洗，在受洗後建造他們與神更親
密的關係。但因著平日工作與服事所剩的
時間不多，使得門訓的時間相當受到限

制。神讓我看見許許多多人需要被建造，
但我無法再擠出時間餵養他們，這使我相
當地沮喪，也向神呼求興起更多的工人，
也賜給我更多的時間來為這些人捨命，全
職事奉的異象越來越在我心中發芽。

搶救靈魂的呼召

在我門訓的門徒當中，有⼀一位生長在⼀一個
破碎家庭中長大的弟兄，因著感情的破裂
而認為他的生命已經沒有任何盼望，他永
遠不可能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

因著這強大的衝擊而讓他有輕生的念頭，
在門訓後的那天晚上，接到他的電話，因
著身體的疲憊，沒有極力邀請到他來到家
中聊聊，沒想到那成為我跟他最後的⼀一通
電話。

在他消失聯絡的兩天當中，我內心的衝擊
和憂傷深深地刺穿我的心。當我不知所措
地躺在床上向神呼求時，我轉頭看見我的
妻子、孩子喜樂地躺在身邊，我看著帶著
幸福笑容的理理對著我燦爛的笑，聖靈讓
我看見那位失蹤弟兄的過去，是成長在⼀一
個破碎家庭沒有快樂的孩子。

我的心被撕裂了，聖靈極強烈地在我心中
動工。神讓我看見⼀一個異象，我在⼀一個波
濤洶湧的茫茫大海中乘坐在⼀一艘救生艇
上，我手裡抓著⼀一隻載浮載沉的手，我因
著身體的疲憊而稍為鬆手，沒想到⼀一個不
小心，這隻手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聖靈在我的呼求中問我：「你要搶救生
命？還是抓住工作？」神透過這個生命的
衝擊，讓我非常確定我內心深處的答案，
我願意為了搶救生命而放棄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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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一直不斷出現在我生命中的經文又
再次浮現：「⼀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我知道神對我的呼召，要我完全為
了搶救靈魂而死透，祂應許著會結出許許
多多的子粒。

在那⼀一晚，聖靈強烈的呼召堅定了我的
心，讓我知道該走的道路。後來神帶領我
奇蹟似地拯救這位弟兄的靈魂，我看著神
大能的拯救真真實實在我們當中彰顯，這
更加確定神所給我的呼召。

全職的帶領

在經歷這場搶救靈魂極大的爭戰後，我的
心已經確定要捨棄我目前所擁有百萬年薪
的工作，神賜給我極大的異象在呼召我，
「捨棄百萬年薪，搶救百萬靈魂。」

內心雖然面對要養⼀一家四口的經濟有著現
實的壓力，而且也不知道我這樣的捨命，
是否能夠搶救許多的靈魂，但神總是透過
祂的話語堅固我。

神讓我看見我就像那位獻上五餅二魚的孩
子，雖然在人眼中我所獻上是如此地渺
小，但耶穌悅納我微小的獻上，祂必藉著
我所獻上的五餅二魚施行祂的大能，餵飽
千千萬萬的人。

聖靈的充滿帶領我完成全職的計劃，使我
勇敢地向教會的長老們提出這瘋狂的全職
計劃，也勇敢地向公司主管提出離職的想
法。

神透過許許多多的事來激勵我，讓我知道
這是從祂而來的旨意。祂讓教會全數的長
老突破傳統制度的想法，全力支持我為全
職來執行募款計劃。祂讓我在向未受洗的

爸媽分享全職異象時，並沒有受到任何的
質疑而得到完全地支持。祂讓我得到懷著
第二個孩子的妻子支持，願意與我⼀一同倚
靠耶穌行走在水面上。

這種種的不可能都⼀一⼀一地被成就時，讓我
看見祂如此真實的帶領，讓我看見祂為我
開紅海，讓我經歷這⼀一切不可能的可能，
堅固我對祂強烈的信心。放膽地捨棄⼀一
切，背起祂所給我的十字架來跟從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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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出有生命的門徒

耶穌讓我看見祂在這世上時花最多的時間
是與祂所揀選的十二門徒在⼀一起生活。在
生活中將真理帶進他們的生命，用生命去
影響他們的生命。這使這些門徒在耶穌升
天回去之後，在心中留下的不只是冷冰冰
的話語，而是耶穌每天的身影。

這讓我深深看見帶出有生命的門徒是跨越
時代最重要的使命，因此我的全職計劃中
會花大量時間集中在少量的門徒身上。我
深信神要用大能轉化這些門徒的生命，使
他們也帶著大使命去收割，結出更多的子
粒來，使得神的國度靠著聖靈的大能與帶
領大大地擴張。

門訓 & 全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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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3

•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4:35-36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
⼀一同快樂。



事工禾場與年度計劃

牧區小組：分植小組、培育牧人

•青年牧區：
•已經有固定成員，也有揀選出四位

小組長，目標是強化牧養使命
•規劃 2014 年環島宣教事工

•社青小組：
•目前社青小組是男女混合，未來計

劃分植男生小組
•在成員當中揀選小組長人選

•辦公室小組：
•已經有固定成員，目標是培訓出小

組長

敬拜團：靈命強化、敬拜升級

•強化主領靈命：透過門訓使敬拜主領靈
命更加茁壯

•詩歌創作：透過詩歌創作，提升樂團整
體敬拜層次，帶領弟兄姐妹更渴慕神同
在

門訓計劃

三人門訓小組：

•⼀一週⼀一次聚會，⼀一次⼀一個半小時，為期
⼀一年

•每天用 line 分享當天靈修感動 or 遇見
神的見證

•聚會內容：
•分享⼀一週 QT：建立穩定靈修生活，

要求每天必須記錄下靈修感動
•分享當週小組經文 & 討論
•分享最近⼀一週屬靈狀況，需要代禱

的地方

生命造就課程：

•⼀一對⼀一，⼀一週⼀一次，⼀一次⼀一個半小時
•根據靈命狀態，分別使用 101, 201, 

301, 401 不同課程
•聚會內容：

•根據經文系統性教導
•分享當天課程內容的感動 & 生命分

享
•分享⼀一週所發生的事，需要代禱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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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計劃表

時間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05:30 - 07:00 個人靈修 & 禱告個人靈修 & 禱告個人靈修 & 禱告個人靈修 & 禱告個人靈修 & 禱告個人靈修 & 禱告個人靈修 & 禱告
07:00 - 08:00 教會晨禱聚會教會晨禱聚會教會晨禱聚會教會晨禱聚會教會晨禱聚會教會晨禱聚會教會晨禱聚會
08:00 - 09:00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09:00 - 10:00

主日敬拜
QT ＆ 禱告日記QT ＆ 禱告日記QT ＆ 禱告日記QT ＆ 禱告日記QT ＆ 禱告日記QT ＆ 禱告日記

10:00 - 12:00
主日敬拜

三人門訓 三人門訓 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 生命造就課程

12:00 - 13:30 午餐＆午休 午餐 & 門徒午餐 & 門徒 KK 辦公
室小組 午餐＆午休午餐＆午休 午餐 & 門徒

13:30 - 15:30 敬拜團練

家庭日
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

三人門訓
15:30 - 18:00 生命造就課程

家庭日
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裝備 & 讀書

三人門訓
18:00 - 19:00 晚餐 & 門徒

家庭日
晚餐 & 門徒晚餐 & 門徒 晚餐 晚餐 & 門徒晚餐 & 門徒

19:00 - 21:00 裝備 & 讀書

家庭日

三人門訓 三人門訓 禱告會 社青小組 生命造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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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我們的支持代禱勇士

如果神也有給您跟我們⼀一樣的感動，我渴
望您能用行動來加入我們的領袖門訓宣教
事工。有您的加入會帶給我們更大的動力
去往前進，更加放膽地在這世代興起更多
的屬靈青年領袖，讓我們⼀一起在這末世中
建造神國度的精兵。

•無論您在「禱告」或「奉獻」上如何支
持我們，歡迎聯絡我們，如果方便的
話，請直接連結到我們的線上預約系統
來預約拜訪的時間。讓我們知道有屬靈
的夥伴，陪我們⼀一起打仗。

奉獻 & 代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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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4

• 林後 9:6-7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
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　神所喜愛的。

• 路6: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們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楊哲豪 rogery.tw@gmail.com

黃慧柔 huijou@gmail.com

http://goo.gl/yzpQY8
http://goo.gl/yzpQY8
mailto:rogery.tw@gmail.com
mailto:rogery.tw@gmail.com
mailto:huijou@gmail.com
mailto:huijou@gmail.com


•神感動我們憑著信心去作祂的工作，因
此所有需要的生活費全額都是自行籌募
而來，我們深信神必讓我們在這當中看
見祂的供應。若您決定為我們的「經費
奉獻」或成為我們的「守望代禱者」， 
請至 http://goo.gl/2rmnFx 填寫奉獻
代禱意願表，或寫電子郵件聯絡我們，
以便我們統計。

我們的需要

•我們⼀一家四口每月最低生活費共需籌款 
57,173 元（包括勞健保費、勞退基金、
基本生活費、房租津貼），實領 50,000 
元，⼀一年共需 686,076 元。

•如果您決定在財務上支持我們。您可選
擇「⼀一次」或「按月」奉獻，「按月」
奉獻約定為期⼀一年，⼀一年後您可重新考
慮意願。

•我們需要尋找：

       您也可以按感動奉獻，不受限於此。

奉獻方式

目前我們線上奉獻機制還在洽談中 (信用
卡 & ATM 轉帳)，若機制確定會再 Email 
另外通知您，到時麻煩您再將所感動的奉
獻金額透過指定的方式匯入，非常感謝您
的支持與代禱。

您每次的奉獻都會收到中和長老教會的收
據，作為每年報稅之用。我們也會按月寄
發代禱信與您分享我們的事工情況。

願神能夠讓我們彼此在這末後的日子成為
屬靈爭戰的戰友，讓我們⼀一同看見神在這
世代興起許許多多青年人為祂捨命，成就
祂在這世上的大使命，與耶穌⼀一同搶救千
千萬萬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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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元 10 位

1,000 元 10 位

1,500 元 6 位

2,000 元 6 位

3,000 元 3 位

5,000 元 3 位

http://goo.gl/2rmnFx
http://goo.gl/2rmnF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