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路人 - COJOU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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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 

 

每一个人都在信仰历程(spiritual journey) 中。同路人(CoJourner) 

就是加入到别人的信仰历程之中，并且帮助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来。生命可以看成是文化在历史中的过程。这是一个一般的概

念。若从透过旅途来看待见证，会使我们洞察与事工对象的关

系，以及我们对于他们的责任。想象一下有效的交谈对于信仰

历程的探索和谈到耶稣的作用。这就是“同路人”的经验。在

对于他人信仰历程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扮演四种基本角色：

探索者，引导者、建造者和导师。这取决于一个特定对象与你

的关系以及他的信仰状况。 
 

这 28 天的灵修将通过神的话语、祷告和与他人之间的属灵交流

加强你的属灵经历。每一周你都要被教导做“同路人”的角

色，通过灵修来激励你，刺激你的祷告，鼓励你去介入别人的

心路历程。 
 

这个小册子是“同路人”系列之一。其他资源可以参见
www.wsnpress.com or r&d@uscm.org. 
 

从祷告出发 
 

“同路人”灵修是一个 28 天的祷告与见证。祷告是后面一切内

容的出发点。宣教永远是神第一位的工作。他是收获的主。然

而宣教事工也从来都是从祷告开始。 
 

Passages：本教程提供给你两个祷告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祷告起飞。用 15 分钟时间去想、记录并且祷告，祷

告中提出问题和建议。用 10+表来祷告，为每一位加到表里的

人祷告，因为这些人是神带给你的。 

 

第二部分的祷告交织在整个灵修过程中。每周你的第一个灵修

内容就是专注在祷告上，每一个行动步骤都涉及对于祷告的回

应。 

 

通过灵修历程，向神求进入他人信仰历程的机会。为神带到你

心里的那些人祷告，写出他们的名字在你的 10+表上，此后把

需要的名字加上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祷告表上会有 10 个

以上的人需要你用祷告带到基督面前来。 

 

为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祷告 

 

1．自然关系：为你所认识的人祷告 

询问神谁该在你的 10+表上作为祷告对象。把神带到你心里的

朋友和认识的人，你要与他们分享福音。要恒切地为以下三的

要求祷告： 

 求神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福音 （罗马书 10：1） 

 求神为有意义的属灵对话开门（歌罗西书 4：3） 

 当你进入属灵对话的时候，求神给你话语可以清晰地说

出所要讲的话（歌罗西书 4：4） 

 

2．神圣的约会：为神带给你的人祷告 

神会给我们带来计划外的机会，让我们与一些人进入信仰话题

的谈话，这些人是神已经动工了的。要把这样的人加到你的祷

告表里，因为他们是神带给你的“神圣约会”。 

 求神帮你找到最好的机会（歌罗西书 4:5） 

http://www.wsnpress.com/
mailto:r&d@usc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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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使你用恩典与真理去回应他们的需要（歌罗西书 4：

6） 

 

3．外展事工：为你的自然关系之外的人祷告 

除了那些已经在你的祷告表上的人以外，还有一些需要听到基

督的人。神需要他的工人去接触他们。要把他们加到你的祷告

表中，你要感觉到神的带领，去帮助他们接触到基督。 

 向神祷告给你眼光能看见其他人的需要，以及接触他们

的机会并去影响他们（约翰福音 4：35） 

 向神祷告把你派去成为收获的工人（马太福音 9：37-

38） 

 向神祷告，神会带领你找到那个愿意谈的人，并且开始

信仰对话（使徒行传 8：26-35） 

 

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神 

 

为神每一天回应你的祷告所作的、正在作的和将要作的而感谢

主。他是收获的主人（马太福音 9：38）。 

 

 

十加名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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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拓荒者 (Explorer) 
 

拓荒者：发现信仰旅行 

 

拓荒者的旅途是进入未知的领土，去了解和理解。从信仰角度

来说，我们要进入别人的生活,了解和理解别人的信仰历程。我

们的拓荒基本上是本着诚恳的兴趣和关心去聆听和询问。倾听

能使我们听到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并且追索圣灵在他们心中所

作的工。询问何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事工对象所处的信仰阶

段，他们目前处于什么状态，下一步会向何处发展。 

第一天 心的检查 (Heart Check) 

 

圣经经节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罗马书 10：1） 

附加阅读：罗马书 9：1-3 

 

你做过健康体检吗？现在你要做一次心的健康检查。这不是生

理检查，而是心灵的检查。这是为了别人而对你进行的心灵的

检查。准备好了吗？请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最想为别人

做什么？第二个问题，你为别人祷告什么？ 

 

使徒保罗给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心里所想和所愿的就

是他的人民，以色列民族，都能得救。事实上，他的愿望非常

大，以至于他为他的人民经历了许多的悲伤和焦虑（罗马书 9：

1-3）。 

 

我们常常缺乏保罗这样的激情和祷告。我们可以老实地承认这

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就算了。祷告是关键。求神给我们一颗

为失散者祈求的心。求神帮助我们去关心人们的永恒结局以及

目前景况的心。 

 

思考要点 

向神谈论人，向人谈论神 

 

行动步骤 

本周的每一天，求神给你一颗让别人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为那

些通过你的影响思考信仰的人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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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Power Play) 

 

圣经经节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

上帝的道。 

（使徒行传 4：31） 

附加阅读：使徒行传 4：1-31 

 

当我们与别人进入谈论基督的谈话，我们需要勇气。但是勇气

从哪里来呢？这只是一个我们自己可以产生的态度吗？  

 

勇气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产物。在使徒行传 4：31 我们

看到一个模式：首先祷告，然后被充满，最后放胆讲话。 

 

靠圣灵的力量作见证开始于祷告。通过祷告我们表现出对神的

依靠，他会调整我们与他的目的和计划一致。神对我们的祷告

的回应就是用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会使我们得着力量和

能力，成为一个有勇气有果效的人。 

 

我们然后就得到圣灵的能力去向周围的人分享神的话。 

 

思考要点 

成功的见证是圣灵大能的引导去分享基督，并且把结果交给

神。 

 

行动步骤 

求神用他的灵现在就充满你。感谢神所作的一切。本周随时预

备与别人谈到基督。愿意被神所激发。 

第三天 (Exploring Outside) 

 

圣经经节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歌罗西书 4：5） 

附加阅读： 

约翰福音 10：7-8。 

 

信仰的“门外汉”是一些还没有通过耶稣这个真正的“门”（约

翰福音 10：9）进入救恩的人。有些人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有一

些人还差很远。有些人有宗教感，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有好的

生活方式，另一些人行为不好。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一些没有

进入基督的“门外汉”。 

 

保罗教导我们要学聪明些，尽可能创造机会与未信者接触。但

是每一个机会都会不同，每一次的切入点都需要探索。 

 

为了构建最佳的氛围，用问题来了解一个人是否愿意谈和发现

进入信仰历程。用智慧和真挚的关怀，你会对人了解更多，更

深化关系，并且得到谈论耶稣的机会。 

 

思考要点 

最好的发现别人思考信仰的方法就是询问。 

 

行动步骤 

把那些你认识得或者不认识得没有信的人列成表。把他们的名

字按照同学、同事、邻居等分类。看着这个表。你对你认识的

人的信仰历程了解多少？这个月要尽可能地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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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神圣的约会 (Divine Appointment) 

 

圣经经文 

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

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使徒行传 8：30，31) 

附加阅读 

使徒行传 8：26-40  

 

有些人处在信仰的门槛上，如果有人只要简单地解释他如何信

主，他就会信耶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些呢？也许我们只是

基于外面的印象而不是内心的真实来看人。我们试想“她看起

来很有自制力。”或者说“我不知道那个人会愿意谈论耶稣。”

其实，，神已经预备了他们来听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同样，腓力

也分享给这个人听。 

 

腓力是不是找准了机会？他问了一个问题来测度那个人懂了没

有。他的努力得到了信仰兴趣的回报。 

 

思考要点 

理解的渴望会揭示信仰的开启。 

 

行动步骤 

问别人一些问题看他或者她是否明白与耶稣建立关系得意义。 

第五天 躲藏与寻找 (Hide and Seek) 

 

经文 

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创世纪 3：9） 

附加经文：路加福音 15：1-7 

 

“你在哪里？”当人犯罪之后，这是神问人和他的妻子的第一

个问题。这不是说人在肉体上的迷失，虽然亚当和他的妻子试

图躲避神（创世纪 3：8）。但是神是不可愚弄的。他知道一切

（诗篇 139：1-3）。亚当和夏娃经历了罪的后果---与神疏远。从

此之后，男人和女人在灵里就迷失了，徘徊在自我之中（以赛

亚书 53：6），当他们感觉与神比较近的时候就试图躲避。 

 

神没有放弃寻找，耶稣来寻找和拯救那些迷失的人（路加福音

19：10），并且我们能参与这个寻找和拯救的任务之中。有比这

更好的方式吗？就是学着耶稣的榜样去问：“在信仰追求的路上

你究竟在哪里？” 

 

思考要点 

信仰对话的第一步通常是问问题。 

 

行动步骤 

向一个随意认识的人问他的信仰经历。使用诸如“你信教吗或

者说你有宗教体验吗？”“在你的心路历程中你试过信教吗？”

“你现在的心路历程如何？”“你现在觉得离神更近了还是更远

了，还是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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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不好的伴侣 (Bad company)  

 

圣经经文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

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有古卷：但智慧在行为

上就显为是）。”（马太福音１１：１９） 

附加阅读（路加福音１９：１－１０） 

 

关于耶稣最普通的批评是关于真理的。他是“罪人的朋友。”他

来是要救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抛弃在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中。他

爱他们，与他们一起吃饭，与他们谈话，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来。他是他们的朋友。 他知道，在他们灵里的需要会导致他

们打开他们的心。 

但是耶稣毫不妥协地爱他们。他被理所当然地指责是罪人的朋

友，但从没有被指控是罪人。他与做错事的人在一起，但从不

参与他们的错误行为。 

 

不要把不良行为与对信仰没有兴趣混为一谈。仅仅根据观察你

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属灵。你必须进入交谈去了解生命。所

以，别人能指控你交坏朋友吗？  

 

思考要点 

有时，要像基督那样与别人交朋友。 

 

行动步骤 

想一想你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你很不舒服吗？那就去

试图了解他们。用问题去了解他们的信仰背景和信仰经历，并

且搞清楚他们的心是否打开了。 

第七天 惊喜地接近 (Surprisingly close) 

 

圣经经文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从

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马可福音 12：34） 

附加阅读 

约翰福音 3：1-21 

 

如果你曾经与耶稣在一起，你或许会还以这个人的心打开了。他

是一个律法教师。这个团体的人给耶稣找了许多麻烦，是一些假

冒为善的人（马太福音 23）。虽然这个社会团体的大部分人士是

抵制和仇视耶稣的，但这个人却不是。而尼哥德慕也不是（约翰

福音 3：1-21； 19：38-40）。这两个人都说明一个人的宗教背景

和社会地位并不决定他的属灵上有多远，而取决于他对于耶稣的

反应。 

 

我们有时会基于他们的背景、行为甚至外貌来假设别人的属灵兴

趣或者开放程度。这些假设通常是错误的，并且妨碍我们进入到

关于基督的有意义的谈话。了解别人属灵景况的唯一途径就是与

他们交谈。 

 

思考要点 

没有问过之前不要假设别人的属灵状况。 

 

行动步骤 

发现一个你曾经假设的对象在属灵上就近了。去问一个人的信仰

背景。如果他拒绝，那就简单地道谢。如果他的回答是负面的，

就进一步问他是否有过不好的经验，或者已经脱离宗教。现在你

就去试图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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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向导 (Guide) 
 

向导：指引道路 

 

向导是在旅途中给其他人指引道路的人。当我们加入到别人的

精神之旅的时候，我们寻求机会向他们指引通向基督的道路。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敞开心扉，并且信任我们可以

给他们指引道路。帮助他们和一个信仰者的团体建立联系，能

够创造一个帮助他们通向基督的有效环境。通常这种指引发生

在个人交流之中。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能起到激发兴趣、建立

信任以及展现福音真理的作用。不过，最有效的工具还是福音

本身。向导自己必须理解福音真理，并要不断增强 清晰、得当

地传授福音的能力。 

第一天 开门 (Open Doors) 

 

圣经经文 

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歌罗西书 4：3） 

 

附加阅读：罗马书 1：8-17 

你想过为什么你没那么多机会与别人进行有意义的信仰话题对

话。也许是你忘了敲门了。 

 

敲门开始于祷告。神给你开门让你进入别人的信仰旅程，除非

神的恩典已经在某个人身上动工了，否则那颗心的门就还是关

着的。 

 

使徒保罗深谙此道。他先祷告，把那些列在名单上的人向神去

求，求神开门接受他的信息。神在许多城市为他开门，例如在

特罗亚（格林多后书 2：12），也在许多人身上为他开门，例如

在吕底亚（使徒行传 16：14）。 

 

我们越祷告，我们就越期待更多的机会。再也没有比进入别人

的信仰旅程时发现神已经动工开门而让人兴奋的了。 

 

思考要点 

开门是祷告得到回应得产物。 

 

行动步骤 

在一张 3x5 的卡片，写下你的祷告，求神在这一周开谈话的

门，使你能进入信仰旅途把人带给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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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不可停息 (Unstoppable) 

 

圣经经节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 4：20） 

 

附加阅读 

格林多前书 9：15-23 

 

早期的信徒不停地作见证。他们晓得在天上和地上都有权柄的

那一位命令他们要作见证。他给了他们圣灵使他们得着能力

（使徒行传 1：8）。因此，只有一种方法让他们停止见证，那就

是杀死他们。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止我们作见证的呢？存在许多理由，但最

大的五个理由是： 

 欲望：我们总想得到什么，比如被接受或者成功，把这

些看得比被神所用还要重要。 

 恐惧：我们怕遇到反对意见或者被拒绝。 

 不知道如何做：我们不确定该说什么和怎么说。 

 失去关系：我们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认识别人的机会。 

 忙碌：我们一直忙于其他的事。 

 

要克服这些障碍，我们需要对神诚实。坦白我们的真相，并且

求神饶恕和改变我们。 

 

思考要点 

当我们不愿去做神要我们作的事情时，求神给你“想做”的

心。 

 

行动步骤 

把我们不愿做见证的五个理由向神祷告思考，想一想哪一个是

你的障碍。向神忏悔并求神改变你。 

第三天 首要的事 (First things first) 

 

圣经经节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

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约翰在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约

拿］，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约翰福音 1：

41-42） 
 

附加阅读 

约翰福音 1：35-51 
 

带领他人到耶稣跟前需要成熟、训练和技能。对吧？但不是必

需。圣经里一些非常有果效的见证就是让人遇见耶稣。我们会

想，一个初信的人首要的事就是对主了解更多，灵命能够成

长。但是安德烈见到耶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兄弟彼得带给耶

稣。类似的情况是，腓力把他的朋友拿但业也找来（约翰福音

1：43-51）。井边的撒马利亚妇人立刻把她的信主经历分享给村

庄里的人听，许多人通过她的简单的见证就信了（约翰福音 4：

39）甚至见证赶鬼的人也向别人分享神的作为（马可福音 5：

20）。 
 

这并不是说培训与灵命成熟没有帮助，这些肯定有益处。培训

和成熟可以使我们更加有用，有果效。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开

始。开放地分享神为你做的一切，看看神如何使用你。 
 

思考要点 

真正地遇见耶稣是强有力的见证的先决条件。 
 

行动步骤 

在这个星期，去询问一个认识的人的信仰背景。在听完他的经

历之后，稍微分享一点你的经历。然后解释你是如何遇见基督

的，以及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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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坚固的障碍 (Sound Barriers) 

 

圣经经节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

们的上帝放开胆量，在大争战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帖撒

罗尼迦前书 2：2） 

 

附加阅读 

帖萨罗尼加前书 2：1-9 

 

如果要深入信仰交谈并且谈到耶稣，天然的壁垒一定要打破。

第一个障碍是谈话的开始。如果要引发一个谈话，开始的时候

不要讲太多。一旦谈话很随意地开始了，就会有第二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就是我们无法进入信仰话题。这个障碍打破之后，

新的障碍又会出现。比较容易停留在一般的信仰话题但是比较

难引入福音。最后，当解释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障碍，

那就是无法开口问对方的反应。 

 

保罗经历的惧怕与我们的一样（哥林多前书 2：1-5），但是他没

有被这些阻挡他与别人传讲福音。他的确是太爱福音了，以至

无法克制不去与人分享这么重要的信息（帖撒罗尼迦前书 2：

8） 

 

思考要点 

打破障碍使得信仰交谈得以深入。 

 

行动步骤 

反思一下与你的 10+祷告表上的人进行的交谈。你与他们进行

的是什么级别的谈话？要为下一次交谈制定打破障碍的计划。 

 

 

第五天 奇妙的作为 (Amazing Works) 

 

圣经经节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

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

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希奇。

（马可福音 5：19-20） 

 

附加阅读 

马可福音 5：1-20 

 

毫不惊奇地说一个人的故事能让了解他的人感到奇妙。总的来

说，他是从污鬼缠身和癫狂中被释放出来了。任何了解他的人

都看到了他的生命改变。 

 

如果你经历到耶稣的拯救，那么耶稣就一定为你行过奇妙的

事。你不为你的罪获得赦免感到奇妙吗？或者说，他给了你永

生，让你现在开始经历到，并且在你死的时候完全地经历到？

享受神无条件的爱当然是非常奇妙的事，而这仅仅是神为你所

作一切奇妙的事的开始（以弗所书 1：3）。 

 

我们与他人的谈话一定要包括神为我们所作的事的一个例子。 

 

思考要点 

如果认识基督是一生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那么你可以做的最

重要的事就是把人介绍给基督。 

 

行动步骤 

把神在你生命中所行的奇妙作为列出表来。思考怎样用每一件

事去打动那些还没有经历到神的人。你怎样才能从每一件事中

引导到其奇妙的内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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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第一重要 (First Importance) 

 

圣经经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

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 15：3-4） 

附加阅读 

使徒行传 20：17-35 

 

谈话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什么？保罗说那就是福音。福音的基本

要点可以简略地概括为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要做。

耶稣就是基督，他被派来施行拯救。他为了救我们脱离罪和死

亡而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证明他就是主。这就是福音的

基本内容。 

 

当福音简单到连小孩子都能懂得时候，福音却让学者穷尽一生

也研究不尽。你一生都经历不完。在基督徒一生中，你永远都

不会在从福音到更深的真理的探索中毕业。不光是你在深入地

挖，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写了整本的书来分享福音真理。

保罗写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等书信来分享福音。整本圣经就是

以福音为中心。用一生去掌握福音，学习交谈福音基本要点和

经历其福音的完备。 

 

思考要点 

福音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领域。 

 

行动步骤 

记住罗马书 6：23。学习用一节经文去传福音。 

第七天 根本的问题 (The Ultimate Question) 

 

圣经经节 

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马可福音 8：29） 

 

附加阅读 

8：27-30 

 

提问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探索别人的信仰经历并且来带人充分

地了解福音。没有任何问题比得上耶稣问彼得和其他门徒的那

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说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

答对了。然而当时他还不是完全懂，但这却是真理之路的最基

本的一步。 

 

太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都是在绕圈子而没有涉及这个最根本的

问题。如果你要进入谈话的核心，你就要问：“关于耶稣你的决

定是什么？”这个问题会使信仰谈话深入并且帮助别人在信仰

旅途中的进步。要记住，澄清耶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这是福

音的核心。 

 

思考要点 

关于耶稣的决定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 

 

行动步骤 

找机会去问你的祷告表上的人，“对于你而言，耶稣是谁？”如

果这个人不相信耶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那就请他思考这

个问题。建议他在此后的两周离每天读一章马可福音。然后再

去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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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建造者 (Builder) 
 

建造者：提供跨越障碍的桥梁 

 

当一个人在旅途中遇到诸如河流这样的障碍时，他们需要有桥

梁来继续他们的旅途。许多人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会遇到障碍

而远离基督。他们也需要有桥梁帮助他们继续向前。他们的障

碍可能是理智上的拒绝、情感上的包袱，或者其他的某些主观

问题。建造者就要凭借祷告和委婉的劝说来建造桥梁。祷告仍

然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最终都是灵里的问题。但是建造

者要一直与那些“卡壳”的人在一起，去理解，去坚固，用循

循善诱的劝说来建造桥梁。 

 

 

第一天  开口说的勇气  (Courage to Speak) 

 

圣经经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著当尽的本

分放胆讲论。（以弗所书 6：19-20） 

附加阅读 

使徒行传 4：23-31 

 

或许这就发生在你身上。当你有了一个与某个人谈论基督的机

会而你却僵住了。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去说。而这之

后，你会感觉有什么不对了。信心强的基督徒当然不会像你这

样与别人分享基督的。他们真的不会吗？ 

 

保罗同样经历过我们经历的惧怕（格林多前书 2：1-5）。这就是

为什么他会列出其他人来为他祷告。我们要以他为榜样。 

 

在我们进入别人的信仰旅途时，我们需要两点。第一，我们需

要神给我们话语来分享清晰合理地福音。第二，我们需要神给

我们勇气。勇气并不是说没有惧怕。勇气是有能力排除惧怕。

如果保罗需要为刚强壮胆祷告，我们也需要。 

 

思考要点 

不要把勇气和没有惧怕混为一谈。 

 

行动步骤 

列出至少三个人，请他们为你祷告。让他们为你开口的勇气、

敲门的勇气和讲话的清晰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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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惧怕的原因 (Fear Factor) 

 

圣经经节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格林多前书 2：

3） 

附加阅读 

格林多前书 2：1-5 

 

惧怕是见证中的正常反应。因为我们在冒险。甚至保罗也经历

过惧怕。他经历的风险远比我们经历的要大。他最后止步于哥

林多，这个城市在今天包括腓力比，在那里他被投入监狱。（使

徒行传 16：16-24）。在帖撒罗尼迦，他差一点被捕（使徒行传

17：1-9）。在 Berea，那里在发生骚乱（使徒行传 17：10-14），

在雅典，他遭遇了非常复杂的境遇（使徒行传 17：32）。这就不

奇怪他为何会在哥林多感觉害怕了。 

 

尽管他感觉害怕，但这没有让他停止去分享基督。他知道给没

有给别人提供福音更重要的事了，这也包括哥林多的人们，要

让他们听到福音，即使他们反对也要讲。因为这是值得的。 

 

那么你呢？究竟什么使你害怕？要向神求他的灵充满你，在你

作有效的见证的时候使你刚强壮胆，好让那些渴求的人听到福

音。 

 

思考要点 

拯救灵魂可能是一个有风险的尝试。 

 

行动步骤 

勇气涉及态度和行动两个方面。求神给你勇气去和你的祷告表

上的某个人启动信仰对话。 

 

第三天 共同点 (Common Ground) 

 

圣经经节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著„未

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使徒行

传 17：23） 

附加阅读 

使徒行传 17：16-34 

 

当你已经进入别人的信仰旅途，你会遇到障碍。这毫不奇怪。

保罗也遇到过。他在雅典遇到一群哲学家，这些人试图挑战他

和与他争论。然而保罗没有退却（使徒行传 17：18）。他在找共

同点。显然这个城市最明显的就是“充满偶像的城市”（17：

16）。但是他能了解他们的信仰倾向（17：22）和他们的意识，

并且显示出比他们知道的更多（17：23）。保罗发现了雅典人的

“未识之神”，那就是他之后宣称的真正的创造者和使耶稣死里

复活的那一位。结果是----一些人讥讽，一些人在听，还有一些

人成为追随者（17：32-34）。保罗得到的反应与今天我们看见

的一样。 

 

有效的建造者在与不同的信仰交锋中要找出共同基础。他们不

是在信仰上妥协，而是要利用共同的基础作为起点来建造桥梁

来走向耶稣。 

 

思考要点 

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去找，总能找到共同点。 

 

行动步骤 

下一次与怀有其他信仰的人谈话的时候，尝试去找共同点。用

你所同意的观点开始，然后“造桥”通向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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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温柔规劝 (Gentle Persuasion) 

 

圣经经节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

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 3：15） 

附加阅读 

路加福音 20;20-40  

 

在信仰谈话过程中要预备应付提问。然而预备不仅仅是学习正

确的回答，还包括培养正确的态度---温柔和礼貌。温柔与见证

并不被常常联系在一起，但却必须联系在一起。对于一个建造

者来说这真的很重要。我们应该以温柔和尊敬来回应他人敞开

的心和兴趣。在遇到质疑和拒绝的时候我们同样要以温柔和尊

敬来回应。 

 

温柔是节制的能力。想象一匹良种马多么有力。虽然它很强

壮，只要它是被驯服的就很安全。你不能温柔得没有力量。没

有力量就不会温柔，一个没有力量的人表现的不是温柔而是软

弱。同样，一个不能节制力量的人表现的不是温柔，而是危

险。温柔使我们与人接触时带出安全感，使人放松和诚实。真

理本身会把人吓倒，正确答案会让人远离，但是如果真理与温

柔结合，就可以使人敞开抵触的心。 

 

思考要点 

耶稣不仅有能力---他也是温柔的。 

 

行动步骤 

求神使你成为一个对于别人是安全的人，好让别人在信仰旅程

中敞开诚实的心。 

第五天 对待反对者 (Handling Opposition) 

 

圣经经节 

（提摩太后书 2：25） 

附加阅读 

提摩太后书 2：22-26 

 

最具有挑战意味的境况是遇到福音反对者。按照保罗的经验，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温柔的教导。这涉及恩赐和真理。我们用

真理教导来解释福音来澄清好让别人明白。但我们是凭着恩赐

来做，所以我们的方式是要吸引人而不是引起反感。将恩赐与

真理结合，你就有了有力的结合，这个结合会被神用在别人的

生命改变之中。 

 

归根结底，并不是我们的回答在改变别人的生命和思想。是神

在通过这些回答在做工。他要把拉到基督面前来。神要对人的

悔改给他们奖赏。你也许看不到每个人的生命转变归向真理。

但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希望每一次我们介入的谈话，特别

是与反对者的谈话能改变他们。 

 

思考要点 

温柔的人在神的手里是有能力的。 

 

行动步骤 

回想与一个对于你的信仰持强烈负面回应的人的讨论。这个谈

话是否有火药味？你是否保持住你的温柔冷静？向神求，在面

对反对者时能温柔但坚持真理。 



© 2004-2009.  英文原版为“Passages” (c) 2004-2009，版权属 CruPress 所有。本资料允许在个人福音事功中复制使用，请勿删减更改。严

禁转售。本资料由国际桥梁组织出版 14 

第六天 满有恩典的回答  (Graceful Answers) 

 

圣经经节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著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

回答各人。（歌罗西书 4：6） 

附加阅读 

歌罗西书 4：2-6 

 

见证中最大的惧怕是可能被问到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让我们

看看保罗给我们的原则。拥有正确的答案或者知道该说什么固

然重要，而使用正确的方式说出来和知道如何去说更为重要。 

 

我们的回答要满有恩典。当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提供正确答案的

时候，我们常陷入争吵而伤害谈话的参与者，威胁到彼此的关

系。一个满有恩典的回答会巩固深化的关系。这个回答将表现

出你对于别人的理解，以及这些对于他们为什么重要。但是有

恩典的回答也会邀请引导更深入的谈话来分享真理。我们应该

用恩典和真理来回答。 

 

思考要点 

最有效的桥梁是用恩典和真理建造起来的。 

 

行动步骤 

在你的祷告表中发现某一个人似乎在关闭信仰的旅途。去问那

个人究竟是什么在影响他的信仰追求。这一次不要试图去提供

正确答案。你只是听和试图去理解。告诉他你以后希望与他对

此谈更多有关这个话题。 

第七天 没有用的桥 (Unused Bridges) 

 

圣经经节 

（马可福音 10：22） 

附加阅读 

马可福音 10：17-31 

 

许多障碍会让人离开基督。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似

乎非常属灵，与主面对面交谈，经历主的爱并且听到心里去

了。但是有一个障碍使他无法愿意信主和跟随主。那就是他的

巨额财富。非常可惜，他离开了，一生中的一次，不，是永生

中的机会就与他擦肩而过。 

 

当我们进入了别人的生命旅程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克服那

些障碍。但是无论怎么试，我们却不会一直都成功。我们无法

低估其他的影响对于一个人最终选择所起得的作用。耶稣给那

个年轻的财主指出的道路就是让他把财富这个偶像扳倒。然而

即使这个年轻的财主懂了，他还是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 

 

我们也要以耶稣为榜样---用爱心指出道路，但是要让人做他们

自己的决定。 

 

思考要点 

即使最好的桥也可能跨不过障碍。 

 

行动步骤 

记住这样的思想：“见证的成功在于凭借圣灵的大能，单单分享

基督，而把结果交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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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导师 (Mentor) 
 

导师：鼓励灵命成长 

 

当人来到耶稣面前时信仰旅程并没有结束。事实上，信仰才刚

刚开始。对于一个刚来到耶稣面前来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他

们有两个最大的需要，一个是与信徒团体建立联系以帮助他们

成长，另一个就是学习跟随耶稣的基本真理。导师就是要帮助

初信者去建立联系，并且学基要真理。导师要鼓励、引导和教

导这些初信者走过这些路。 

 

 

第一天摔跤比赛 (Wrestling Match) 

 

圣经经节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

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得

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歌罗西书 4：12） 

 

附加阅读: 葛罗西书 1：3-14 

 

初信者需要你的祷告。他们缺乏使他们成熟的内在的力量和洞

察力，这使得他们在外界的压力和过基督徒生活方面显得脆

弱。 

 

保罗不停地为他认识的初信者祷告（帖撒罗尼加前书 1：2）。他

甚至为不成谋面的基督徒祷告，诸如那些在歌罗西的信徒（歌

罗西书 2：1-2）。一个叫以巴弗提的同工与保罗在一起“常为你

们竭力地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

足，能站立得稳。”（歌罗西书 4：12） 

 

我们的祷告项目表经常像一个流水账而不像是竭力符合需要。

我们忙于列出我们的需求而不是别人属灵征战的渴求。或许是

因为我们看不出别人经历的征战和祷告的力量，使我们无法作

出区别。 

 

思考要点 

灵里的摔跤从你的膝盖开始。 

 

行动步骤 

把初信者放到你的祷告表中，了解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用歌

罗西书 1：9-12 为他们祷告。也可以用以弗所书 1：15-19；腓

力比书 1：9-11 和帖撒罗尼加前书 3：12-13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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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有罪的缄默 (Guilty Silence) 

 

圣经经节 

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

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

与王家报信去！”（列王记下 7：9） 

 

附加阅读：列王记下 7：3-16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你该怎么办？想象一下你就是那四个人中

的一个，你已经被社会抛弃，处于一种必需要靠你才能生存的

状态（列王记下 7：3-5）。那就是那四个不要命的麻风病人的情

形，当时以色列国陷入敌人的围困和饥荒之中。出乎意料的

是，神的拯救先临到这几个麻风患者身上。他们发现敌人的营

盘中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不仅可供生存，还绰绰有余。但并

不是只有他们在挨饿，所有城里的人都需要食物。这几个麻风

患者是不是保持缄默据为己有呢？他们意识到沉默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文化中并不是物质的饥

荒困扰我们，而是灵里的饥荒。神给了我们拯救，这救恩首先

临到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缄默并据为己有呢？我们难道不该去

与那些需要的人分享吗？ 

 

思考要点 

见证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在那里可以找到食物。 

 

行动步骤 

把你领受的祝福列成表格。为每一项感谢神。求神给你机会去

与别人分享。 

第三天立定心志 (Remaining True) 

 

圣经经节 

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

志，恒久靠主。（使徒行传 11：23） 

 

附加阅读 

使徒行传 11：19-26 

 

我们不是生活在中性的环境中。这个世界充满各种观点和纷

争，在影响着人们的生命（罗马书 12：2）。这成为我们寻求追

随基督的持久地障碍，这些影响着初信者的灵命成长。 

 

早期教会的领袖们意识到这个挑战。当他们安提阿教会有新信

徒时， 就派巴拿巴到那里去。他看到他们的信仰证据后，就

“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使徒行传 11：23）。所

以，那里的信徒数量和影响的增加就不奇怪了，那里就成为早

期教会的中心之一。 

 

当你为新信徒担忧的时候，你也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起类似的

所用。勉励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浇灌他们的灵命成长。

你只要去做，时间和永恒都将揭示因为你的努力使他们受到的

影响。 

 

思考要点 

因为有你，你最大的影响将在别人的行为中显现。 

 

行动步骤 

向神祷告给你一个初信者去指导他的属灵成长。现在你有这样

的辅导对象吗？  



© 2004-2009.  英文原版为“Passages” (c) 2004-2009，版权属 CruPress 所有。本资料允许在个人福音事功中复制使用，请勿删减更改。严

禁转售。本资料由国际桥梁组织出版 17 

第四天生长环境 (Growth Environment) 

 

圣经经节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

徒行传 2：42） 

 

附加阅读 

使徒行传 2：42-47 

 

生长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植物需要肥沃的土壤，新鲜的水和充

足的阳光来使之成熟。初信者成长需要什么呢？什么是他们成

长的理想环境？ 

使徒行传第 2 章详述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初信者的经历。他们

是在一个营养充分的环境里。但是这不是偶然的。在使徒行传

2：42 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恒切地“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

交接，擘饼，祈祷。”他们在一起度过好多时间，以耶稣为核心

彼此分享他们的生命。 

 

今天的信徒也以同样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活动固然有

益处，但是环境是关键。祷告、读经和团契生活是重要的健康

环境因素。辅导员就是要保证初信者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思考要点 

最好的灵命成长环境是充满恩慈和真理的。 

 

行动步骤 

替一个你了解的初信者想一想，评价一下他的成长环境。他们

有没有得到灵命成熟的那些条件？如果没有，你能为他做什

么？ 

第五天基本联系 (Priority Connection) 

 

圣经经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原文作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

10：25） 

 

附加阅读 

帖撒罗尼加前书 2：6-12 

 

联络很重要。联络提供了成长的环境。信徒需要一个联络丰富

的环境。有三种基本的联系： 

1. 一个做鼓励和指导的属灵导师 

2. 一组信徒朋友 

3. 一个信徒可以依靠的社团（社区） 

 

信徒需要至少三种关系中的两个来喂养其成长，当然，理想的

状况是三个方面都具备。如果只有一种联系就成长很慢，没有

联系的信徒会有麻烦。 

 

我们首先要检查自己的环境。我们与其他信徒之间有联系吗？

然后，作为别人的导师（辅导员），我们要帮助别人去建立这样

的联系。 

 

思考要点 

就像婴儿，信徒要生在家里。 

 

行动步骤 

想一想你认识的初信者的环境，三个方面究竟有哪一个缺少

了？ 你能采取什么步骤帮助他建立起联系？ 



© 2004-2009.  英文原版为“Passages” (c) 2004-2009，版权属 CruPress 所有。本资料允许在个人福音事功中复制使用，请勿删减更改。严

禁转售。本资料由国际桥梁组织出版 18 

第六天准备好 (Get Ready) 

 

圣经经节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或作：凡上帝所默示的圣经），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16-17） 

 

附加阅读 

诗篇 19：7-14 

 

辅导别人的灵命成长是不容易的。但是神为我们提供了工具，

所有的都在他的话语里面。。保罗提供了预备的方式。他说，

“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怎么样？这是

神的话语转化的产物。 

 

神的话在各个方面指导我们，去认识和理解如何跟随基督。会

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告诉我们，激励我们去爱。神的话会让我们

回到轨道上来，校正我们的徘徊。最终会训练我们如何正确生

活，正如我们经历到的神的话语 的影响，我们被神装备后就会

成为别人的帮助。 

 

思考要点 

你需要比你帮助的对象向前多走一步。 

 

行动步骤 

与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一起，归纳出 5-10 个初信者需要理解和经

历的问题，在圣经中找出相关的经文。写出题目和参考经文，

使你每一次都会去引用。 

第七天实际检验 (Reality Check) 

 

圣经经节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

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马可福音 4：16-17） 

 

附加阅读 

使徒行传 14：21-23 

 

当人接受基督后，他们的信仰旅途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

始。但是前面的路并不容易。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 

 

耶稣知道许多人似乎接受了福音但是会跌倒而影响其成熟和结

出果子。一些人因为路太不好走（马可福音 4：16-17）还有一

些人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走了（马可福音 4：18-19）。 

 

初信者需要别人在途中的帮助和鼓励。他们需要理解路途的艰

难和被鼓励去跨越（使徒行传 14：21-23）。这就是为什么要有

导师去鼓励和帮助。 

 

思考要点 

跟随耶稣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能力去克服问题。 

 

行动步骤 

记住哥林多前书 10：13。记住这句话会帮助装备你去鼓励初信

者，当他们遇见试探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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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内容 

 

有很多优秀的资源可以帮助你成为一名有效的同路人——加入

他人的精神之旅，帮助他们通向基督。下面是一些例子。 

 

调查性的问题 (Exploring Questions) 

没有百试不爽的完美问题。不过，有一些好问题能帮你调查他

人的信仰历程。这些问题像地图一样能让你知道他们的经历，

他们在信仰上的现状以及追求。 

下面是一些例子： 

 你的信仰背景是什么？ 

 你成长中有什么信仰经历？ 

 谁对你在信仰上影响最大？为什么？ 

 你生命中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使你相信神是真的？ 

 在你的信仰旅程中，你有过那些尝试？ 

 你的探索给了你什么感受？ 

 用什么语言可以描述你的精神生活？ 

 你对你的现状满意吗，或者你并不满足？ 

 你认为你正在向神靠近，或是正在离他远去，还是在原

地不动？ 

 你觉得你认识神的愿望有多强烈？ 

 你觉得基督是谁？ 

 你接受过耶稣做你的救主或生命的主么，或者你还在考

虑？ 

一句话福音 
 

时刻准备着：一句话福音 (Always prepared: A One Verse Gospel) 

有很多方法可以有效地传授福音。你应当学会其中的一些来装

备自己，以帮助指引其他人通向耶稣。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牢记

罗马书 6 章 23 节，以及附带的这个图。 

 

“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罗马书 6 章 23 节） 

 

这里有三个句子包含了三个关键的观点。在画这个图，讲述的

同时，写下句子。 

 

“罪的工价乃是死” 

 什么是工价？ 

 什么是罪？ 

 死意味着什么？ 

 

“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 

 什么是永生？ 

 谁赐与永生？ 

 工价和恩赐有什么区别？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恩赐通常装在包裹里。你得到了包裹也就得到了恩赐。

永生被装在什么包裹里面？ 

 “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 

 他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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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鼓励作决定 

 你接受过耶稣做你的救主或生命的主么，或者你还在考

虑？ 

 你愿意现在接受他么？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会先祷告，然后你

可以祷告，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你的愿望。你想这样做

么？ 

 

 

 

 

 

神的恩赐：永生 

 

罪的工价：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