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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s of Grace” 是以醫療宣教為主的機構，過去蒙主的保守、使用，不僅醫治了許

多人，也帶領了許多人信主，但對於信的人卻有跟進的困難。該團隊的主要帶領人鄧牧

師，聽了我們的介紹，參加了基督生平六本書的學習，學完之後，立刻在他們醫療宣教

過去建立的據點及新的地點，開始 TEE 系列的課程跟進與培訓。使整個團隊的事奉進入

更理想的境界，產生更美的果效。 

 

• 我們 2007 年 8 月去美東紐約豐收靈糧堂給他們開了一班「豐盛的生命」師資訓練班  

，之後，參與學習的潘牧師及師母就開始在他們教會裏面開班，教會的弟兄姐

妹們上完了「豐盛的生命」，接著給他們「豐盛的恩光」自己讀。不停地開班

到今天，當時他們的人數大概是七、八十人，去年初，他們到亞洲來宣教與我

們同工，他們說教會已經成長到三、四百人，兩“豐”的教材是重要的因素之

一，建造了弟兄姐妹們的生命，讓教會健康的成長。他們也將這個課程介紹給

澤西靈糧堂、紐約生命河靈糧堂、錫安教會，也介紹去英國倫敦的靈糧堂，學

過的人，靈命有明顯的改變。感謝讚美主！  

 

• TEE 在國內的見證，先不在此處分享。一言以蔽之，好得不得了！ 

 

• 我們加州的母會中華福音教會，是一個典型的留學生第一代移民，屬於高知識份子的華

人教會。從 2009 年到現在，已經有 52 個人畢業了。我將幾位學完基督生平的弟兄姐妹

所寫的心得見證，摘要性的與您分享。 

a. TEE 基督生平學習心得（作者陳弟兄是從台灣來美國的，寫於 1-2012） 

“先前回絕過兩次上這門課的邀請, 因為曾看了一下教材內容, 覺得比起過去在華神 

及正道修的聖經課程, 這似乎太淺了, 而且當時也沒有參與國內宣教的準備。第三次 

機會是在前年, 中福教會準備推動全教會的門徒訓練, 當自己尋求聖靈引領時, 心 

中好奇為什麼 TEE 能讓學員長時間的委身及做功課，聽說缺課的人，還要補課。我 

自己經過一年半的基督生平課程學習, 與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過程中, 體會到 TEE 

教材的設計, 與聖靈工作的搭配, 成就了屬靈教導的三個平衡: 

(1) 知識供應與領受得著的相互平衡。 

TEE 教材透過同一套內容, 卻可以因著聖靈, 使不同程度的學習者, 同得豐富

的屬靈供應! 

(2) 分享所學與聆聽差遣的相互平衡。 

TEE 教材藉著回答問題的方式來操練, 因著聖靈想起主對我們所說的一切話。

再藉著大家彼此進一步補充, 得以更明白神的話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 

(3) 內心感動與實際操練的相互平衡。 

TEE 教材強調不但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更要藉著實際的演練, 親身領受來自

天上的能力! 

過去中福主日學多半採單向教學, 著重知識的傳授, 不但很難有適當的通用教材,即 

使聽了有收穫, 也很快就忘了!  TEE 的門訓方式, 則是符合了聖靈教導的心意。使 

畢業生能隨著教材, 剛強壯膽成為帶領者。這和過去中福很難培養主日學老師的光 



景, 是完全不同的。正確屬靈看見, 帶出了中福教會裝備聖徒的活力! 

如今 TEE 的課程不僅在主日學展開, 豐盛生命及豐盛恩光也在團契中使用。去年暑 

假, 我也在家裏帶領兩個上大學的孩子, 走過豐盛恩光英文版課程，非常好。 

TEE 上課透過問題討論, 我們把事奉主的經驗, 傳承給年輕的弟兄姊妹們, 也藉著靈 

裏深入的交通, 建立了在主裏寶貴的默契，為全教會同心合一的事奉, 立下穩固的根 

基。看到我們班上不僅是老基督徒, 年輕的弟兄姊妹, 也都在各個不同的服事岡位, 

起了帶頭的事奉 (中文堂牧師，社福執事, 團契主席副主席, 兒童事工秘書)。 

中福教會即將跨過 25 年的歷史, 門訓的莊稼已經熟了, 進入了收割的季節!可預見中 

福在不久的將來, 正如主耶穌當年對十一個門徒所說的一樣, 也對中福的門徒說： 

“你們要去……”,透過 TEE, 中福不僅會影響北美的華人教會, 更進一步邁向全球 

宣教的大使命!” 

（作者附注：陳弟兄是大學教授，老基督徒，主日學老師。在 2013 年的中福教會教 

牧同工中，中文堂牧師、一位長老、六位執事、4 位團契帶領人、及行政助理、 

4 位差出去的宣教士，都是 TEE 基督生平的畢業生。） 

 

b. TEE 畢業感言 (作者李姐妹是從中國來美國的，1-2012) 

“TEE 剛剛在中福開課的時候，有弟兄就來邀請我參加。可是我看過書後總覺得太簡 

單了，不適合我這喜歡理論和邏輯思維的人。後來我才意識到我的驕傲使我錯過了 

很多服事主、服事弟兄姐妹，以及讓自己生命成長的機會。 

這些年，看到神在中福教會揀選了李牧師和師母，推動 TEE 的事工，使它不但祝福 

了本教會，更在中國及東南亞成為眾教會的祝福。很多 TEE 畢業的弟兄姊妹們火熱 

地參與宣教及教會的事工，生命也發生很大的改變，我知道這事工是出於神，是祂 

自己的旨意。雖然晚了三年，但我還是非常感謝主，開了我的眼，也及時糾正我的 

偏見，並於 2010 年四月參加中福 TEE 第四期的學習，領受了神豐盛的恩典。 

TEE 的學習和以前上的神學課完全不一樣。首先它的設計非常好：它是一種開放式， 

以討論為主的教學方式。這裡沒有老師，只有帶領同工。可以說是教學互長。容易 

學，更容易教。一年半的學習下來，我對基督的生平有了非常生動深入地瞭解。另 

外，通過同學之間的探討和互相啟發，激勵我們更加愛主，堅固信心，在服事上也 

常常彼此鼓勵。做作業其實是我的最愛：很多時候借助思考問題，神親自對我說話： 

讓我看到自己還有許多要對付的老我，有很多是未得之地，給我看見很多屬靈的亮 

光。TEE 讓我養成了研經的習慣，因為我看到神的話語和神的靈帶給我們的滿足乃 

是世界上任何的事都無法替代的。 

上過 TEE 之後，我開始教《豐盛的恩光》，在團契帶《馬可福音》，很多學到的內容 

立刻可以發揮用途，TEE 的形式也幫助我更好地帶領查經。” 

 

c. 我為什麼要上 TEE 這門課？ (作者王姐妹是從中國來美國的，7-2009) 

“我記得在上這門課之前，芝華師母在教會介紹。我當時就被這門課的內容深深吸引 

了：基督生平。是講耶穌基督的在世上的事情，既然我已經信主，我希望我能更多、 

更深地瞭解我所信的是誰？我為什麼要信他？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位神？抱著這樣 

的目的，我開始了這門課程的學習。 

這套教材一共有六冊，每冊大約學習三個月，至今我第四冊已經快要學完了。學到 

今天，我的感受是什麼呢？一句話：非常值得！ 



這門訓練課程，讓我對我所信的耶穌基督，有一個比較全面，比較完整、比較深刻 

的認識。使我更深地瞭解到了耶穌基督的公義、他的聖潔、他的偉大，他的慈愛、 

他的全知、全能和他的全在。這一切也在我的生命裡帶來了很大的祝福：因著對他 

的認識，我的生命得到了更大的更新和建造；因著對他的認識，我對自己有更深的 

認識：我的汙穢不堪，我的軟弱，以及我的無能；因著對他的認識，我知道只有耶 

穌基督能夠救我脫離那取死的肉體。在我自己軟弱的時候，我知道神“以永遠的愛 

愛我”，在我愁苦的時候，我知道神“以笑臉幫助我”，在我犯罪的時候，我知道 

神以祂的公義、聖潔引導我。在我悔改的時候，我知道耶穌基督的寶血潔淨我，神 

的應許永遠不改變。當我面對別人的軟弱的時候，我知道耶穌愛他，我也當愛他。 

當別人對我不公的時候，我知道，耶穌在世的時候也是這樣被世人苦害，卻從不為 

自己辨屈，凡事順服天父的旨意。這門課讓我在生活中，常常思想耶穌基督的事蹟， 

讓我常常以耶穌基督為目標，定睛在他的身上。因而使我活得喜樂、活得平安。因 

為保羅在《羅馬書》裡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但靠著 

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的，靠著耶穌基督，我們凡事都能做。 

我記得李牧師當時在這裡介紹這套教材的時候，說是要為著將來走出中福，出去宣 

教。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報名上這門課的時候，並沒有這種打算。我的目的很明確： 

認識基督，裝備自己。經過這一年多的學習，我認識到，其實傳福音是神給我們每 

一個神兒女的大使命，不是可有可無的，是必須做的。而且我認為，無論我們是否 

外出去宣教，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就有很多的機會向家人、親戚、朋友、同事、鄰 

居傳福音。只要別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就有可能問你為什麼要信基督。你總要講出 

個所以然來，你為什麼信基督，而不是信別的。當我們向別人解釋的時候，其實就 

是在傳福音。所以我覺得裝備自己，認識耶穌是基礎，當我們真認識了耶穌基督， 

我們傳福音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只有真認識耶穌基督，在傳福音的時候才能把 

真理講給別人聽，才能有根有基地將人帶到神面前，否則，我們傳講的就是謬誤、 

就是形式，而不是真理。這些就是我上這門課的體會，謝謝大家。” 

（作者附注：當時王姐妹大概是信主才兩年多。） 

 

• 我 2011 年 7 月在美中芝加哥西北華人教會及活水教會介紹 TEE 事工，三個月之後，開

始了「基督生平」的師資培訓班。由我們帶著母會幾位已經畢業的弟兄姐妹們

去服事他們。今年一月，這一班有 8 位弟兄姐妹們畢業。二月份，幾位西北華人教會

的畢業生就拿著我們提供給他們的老師本，開始在教會裏面帶領兩個學習班，弟兄姐妹

們上得津津有味。摘錄幾位畢業生寫的心得、感言： 

a. TEE 畢業感言（孔長老是從香港來美國的，1-2013） 

“這課程對我的幫助奇大，幫助我的生命改變，更願意照著主的旨意而活並且事奉祂， 

在學習的過程中，經歷聖靈在我生命裏面奇妙的工作，改變我的心思意念。這套課 

程是神藉著老師們的教導及自己備課的學習，主幫助我更能與祂建立愛的關係與事 

奉祂。我深覺得使用這套教材去培訓別人，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最有效的事奉。” 

 

b. 基督生平六冊學習心得（美中教會，楊長老是從台灣來美國的，1-2013） 

“耶穌生平根據地理來瞭解，對我來說是一個開啟眼睛的新方法。過去讀四福音書時， 

雖然讀到耶穌所做的事，耶穌所講的道及他的教訓，但對於他是在什麼時候做的？ 



什麼地方講的？背景和人物是什麼都很模糊不清。學了基督生平之後，課程有系統 

的分析耶穌從出生到升天所做的、所說的、所到過的地方，讓我能夠把這些都連貫 

在一起。許多過去只知道地名，卻不知道東南西北，還有距離有多遠的地理觀念， 

現在已經能夠很清楚的瞭解這些地方之間的關係。以及主耶穌在這些不同的地方所 

做的不同的事情。 

巴勒斯坦的整幅圖畫，藉著“耶穌生平”很清楚的印在我的腦海中。我對耶穌生平 

更加認識，對我以後的服事有很大的幫助，在對於聖經的知識和真理上，基督生平 

給了我美好的裝備，我能更有效的、更有自信的與人講述耶穌，祂的教導、耶穌行 

的神跡、耶穌說的比喻、還有福音的根基。 

對於這樣的教材，我願意積極地應用在我服事神的事工當中。感謝神！這教材的確 

能幫助信徒在真理上紮根，在靈命上成長，在事奉中得造就、得幫助。” 

 

c. 基督生平畢業感言（美中教會，楊師母是從台灣來美國的，1-2013） 

“這本教材是我所學習過的教材中最好的，深入淺出的教導真理，一點也不枯燥，相 

信是聖靈藉著神的僕人寫出來，為了造就信徒。” 

 

• 美中芝加哥活水教會，教育執事畢業之後，已經在教會開始「豐盛的生命」，及「保

羅生平及書信」，馬上要開始「基督生平」的課程。慎執事寫的心得如下：  

“這個課程設計非常好，幾乎涵蓋了基督教的全部基要真理，非常系統，結構清晰，讓人 

容易學習，並且掌握知識。在教導真理的同時，著重教導了每一條真理在實際生活中的 

應用，並且教導許多服事的技巧和方法，例如：如何帶領小組查經，如何植堂，如何講 

道，如何個人佈道，如何帶領禱告會，如何帶領敬拜，如何分析聖經書卷等等。 

問題設計很合理、很巧妙，學習的過程中，我深深的被吸引，自己的屬靈生命也被建造 

起來。作題目作業的過程中，常常感覺心裡有力，非常喜樂，實在可以說非常享受這樣 

的學習，這是我所上過的所有的培訓課程、主日學課程、或神學院課程中，最好的一個 

課程。 

我極其感恩，藉著這樣的學習，使我對整個信仰有了一個較紮實的認識，對主基督有了 

一個突破性的認識，幫助非常大！目前我將所學的已經應用在帶領小組查經、主日學的 

教導、及教導兒女的事奉上，同時與人談道上也應用了所學到的原則。” 

 

過去這些年間，在世界各地一些知名的神的僕人們對 SEAN 課程的評價及推薦，摘錄如下： 

 

• "Having followed the expansion of the SEAN courses with interest and thanksgiving to the Lord, I hope 

that many more groups will use this material."  （Rev. Dr. John Stott） 

 

• "Evangelism is not enough... We need to mobilize leaders for the enormous resources we have in our 

workforce.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Jesus trained ordinary people on the march, not academics in a 

Seminary. I hope that courses such as SEAN, under God, will give the necessary impulse to revive 

biblical discipleship in our churches." （Rev. Dr. Michael Green） 

 

• "In the different secular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I have undertaken I have never found a course such as 

SEAN,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train from the simplest person up to those at university level. The only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Great Master" has had a hand in this work in a very special way." 

（Rev. Dr. Pablo Rois Dios, Rector of FIET Spain, Facultad Internacional de Educación Teológica) 

 

• "After working 25 years developing preparation for ministry programs in 23 countries, I can categorically 

say that the material produced by SEAN is God's answer to theological education for thousands of 

Christian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I have seen ministries renewed, churches transformed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pastors who are able to "proclaim the word of truth"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SEAN 

courses."  （Rev. Dr. Norberto Saracco, Rector of FIET Argentina） 

 

• "During my days as a missionary in Latin America, no training program was more effective and more fun 

to administer than SEAN. For 14 years, since returning to Canada, I have continued promoting the 

Compendium of Pastoral Theology, and the other courses, in our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es. Even today I'm using the Pentateuch series to disciple young men. It's the most effective 

discipling tool I have known in 44 years of ministry."  

(Dr. Arnold Cook, past President of the C&MA Canada & President of the 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感謝主！神讓師母與我有機會認識了沈牧師夫婦，主感動他們教我們學 TEE「基

督生平」的課程，我們學習「基督生平」的感受與得著，與上述每一位畢業生的感

受一樣，而且我們覺得過去在中華福音神學院學過的所有神學及聖經知識，在學完

「基督生平」之後，都奇妙的連結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再讀聖經的時候，聖經變

成立體的了，耶穌走到哪裏，我們也跟在他身邊走到了那裡，因為整個巴勒斯坦的

風土人情我們都熟悉有概念了。  

 

我還可以提供更多更多的學習心得及見證，給你們參考。我們誠懇地向您推薦

TEE 的事工及中文 TEE 的教材，尤其是「基督生平」這個課程。盼望您們教會也可

以派代表來學，親自來體驗一下這些課程的奇妙，一起參與這個非常有果效、非常

有意義的門徒訓練及宣教的事工。  

 

請與我們聯絡：chinesetee@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