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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福基督教會門訓手冊

這本門訓手冊的目的是要幫助願意跟隨主耶穌基督腳蹤的人「學習師徒

制的門徒訓練」，並且從此願意照此「委身於每年領一人信主，並且用

師徒制的門徒訓練，帶領他們做主耶穌基督的門徒，使師徒制的門訓得

以生生不息。」

栽培——師徒制的門徒訓練

缺乏同工是每年各地冬夏令會、校園查經班和各個教會普遍存在的事

實，門徒訓練是突破這難處所不可或缺的神國事工，什麼是師徒制的門

徒訓練呢？

1、命令：馬太福音28:19-20「去……使……作門徒……施洗……教

訓……遵守……」

提摩太後書2:1-7—「……在許多見證入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

那中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2、目的：每年領一個人信主，藉著關心他全人的增長，與他一起禱告，

教他讀聖經，教他餵養自己， 使他與別的信徒相交， 向他示範如何傳福

音，使他成為基督的門徒。一年後， 他也可以領人信主，並且還可以照 
別人栽培他的方法去栽培別人。

3、過程：門徒不是與生俱來，是塑造而成的，過程緩慢而艱辛，常常無

人注意，需要付出很多時間、精神、和代價。

4、實踐：

a.招募或揀選：認定你所帶領信主的人為栽培對象，或者找一兩個或

一小群人，問他們願不願意照主的命令，主的旨意，一同學習委身

作主的門徒，彼此設定一個固定訓練、造就、和學習的時間，每周

至少兩個小時，不能無故缺席，藉著讀經、禱告、或研習所選定的

前言



 前  言

造就材料來達到訓練和教導的目的。

b.形影不離：善用一起的時間，如上教會、參加教會活動、參加冬

夏令會、退修會、逛街、一起吃飯、一起看球賽、露營、野餐、假

日活動等，人在經鬆的時候比較容易說出自己心中的成敗、困惑、

和需要，要牢記他所告訴你的，並照此去關心他的社交、個性、家

庭、經濟、健康，各方面的生活需要，關心他整個生命。

c.親身示範：人們所要求的不是解釋，而是示範， 如紀律的生活，

禱告、靈修、個人談道、探訪、關懷、作見證、與人團契、退到曠

野、信心操練等。親身示範是形成這教導法的要素，你的門徒可以

很容易從示範中學習並效法。

d.差派與監督：一方面分派一些他們能夠負擔的工作，如服務、關

顧、教主日學、探訪醫院、作 小組長、帶領查經，甚至講道，藉此

發掘他們的恩賜，另方面監督他們的生活和服事，不使他們在成功

中陶醉，也不因失敗而消沉。

5、 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兩個問題，第一，誰是我的保羅？ 我正在向誰

學習？誰在幫助我成為一個能生產門徒的「門徒製造者」第二，我的提

摩太在那裡？我應該幫助誰去成為一個能生產門徒的門徒製造者？

師徒制的門徒訓練沒有捷徑，它所要求的是行動，現在就開始！ 找你的

師傅或學徒！

總會總幹事

陳敏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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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裝備和訓練計劃
教師須知

第一個月：耶穌的佈道策略
1. 介紹六個月的課程計劃
2. 分享奇妙的數字
3. 逐章討論佈道大計一書的重點
4. 使用彼此代禱頁，著重彼此代禱	 	

5. 背誦指定經文

年 月/日 佈道大計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佈道大計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得救見證Personal Testimony of Salvation

個人佈道Personal Evangelism

個人佈道實習Personal Evangelism Practicum

平衡生活A Balanced Life

跟進工作Follow up

跟進工作實習Follow up Practicum

私生活天地Ordering Private Life

小組查經Small Group Bible Study

小組查經實習Smal1 Group Bible Study Practicum

福音茶會Gospel Party

門徒小組結業式Disciples  Group Closing Ceremony

                          教會佈道大計：門徒訓練課程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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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奇妙的數字 Magic Number
1 1 
2 2 
3 4 
4 8 
5 16                       5
6 32 
7 64 
8 128 
9 256 
10 512                     10
11 1,024 
12 2,048 
13 4,096 
14 8,192 
15 16,384                     15
16 32,768 
17 65,536 
18 131,072 
19 262,144 
20 524,288                     20
21 1,048,576 
22 2,097,152 
23 4,194,304 
24 8,388,608 
25 16,777,216        25
26 33,554,432 
27 67,108,864 
28 134,217,728 
29 268,435,456, 
30 536,870,912        30
31 1,073,741,824 
32 2,147,483,648 
33 4,294,967,296          33 
34 8,589,934,592          34 
35 17,192,669,184        35

Ⅱ奇妙的年數  Magic Years
人數 People 年數Years
         1                    33
        10                    30
       100                    27
      1,000       23
     1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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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大計
1、道成肉身：耶穌成為一個僕人
我們必需走僕人的道路

•                            人帶來傳福命的機會
•                            人的需要並且去滿足他們
•                            需耍的人是戚們的費1是
• 牧羊人進到                           的羊那裡去

• 重點：

2、揀選：耶穌尋找門徒
我們必需集中在領袖身上

• 禱告求神使他們                          。
• 特別注意那些願意                          我們的人。
• 這些人當中有一些少數人是在我們的                          之內。
• 不用太虛張聲勢，從                           和從                           開始。

• 重點：

3、結交：耶穌和他的門徒常在一處
我們必需密切在一起成長

把他們帶進每天                         的生活內容
• 看見                         團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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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時間一起                         和                         。                         
• 有一些                         可以在正式小組聚會時進行
• 偶爾安排額外時間作為                         時間

• 重點：

4、授職：耶穌期待門徒順從
我們必需跟隨耶穌向他學習

• 強調信仰                         的層面
• 接受靈修和工作的                         
• 接受                         的挑戰
• 天天擁抱                         

• 重點：

5、示範：耶穌示範如何侍奉
我們必需學習耶穌示範的功課

• 讓他們看見我們如何活出我們的                         和                         
• 分享我們靈魂深處的                         生活
• 清楚說明                         事工所指的是什麼意思
•                          和                         可以成為教導的媒介

•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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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委派：耶穌分派工作 給他們
我們必需使學員來與在事工當中

• 指定詳細而明確的                        
• 使用他們的                        和                        
• 第一個責任可以是每天                         的工作
• 逐漸                        事工的份量
• 幫助他們在教會負起                        的角色

• 重點：

7、監督： 耶穌不斷監督門徒
我們的必需監督他們

• 經常有時間複習：問他們                        
• 加強                        和                        的學習
• 肯定他們的                        和                        
• 避免成為                        。

• 重點：

8、再生：耶穌期待開花結果
我們必需生產門徒

• 門徒變成像他們的                        、                        、                       
• 發展                        的異象
• 與他們一起                        看見他們在豐收時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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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的收成

• 重點：

9、傳授：耶穌賜他們聖靈
我們必需讓基督的靈自由運行

• 神的工作只能在他的                        中成就
• 珍惜學每一個被聖靈                        的門從
• 信任他們的                        
• 天上的賞賜不是基督的同在，乃是每一個門徒去完成                        時，
心裡所經歷到的喜樂。

•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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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功課 1
1、每人預備活頁紙或一本筆記本，以便

a. 記錄代禱事項
b. 記錄小組，團契或主日崇拜時的查經心得，聽道信息大綱，或個人 
領受。

2、研讀佈道大計4 - 6 章

3、背聖經
馬太福音28:19-20
提摩太後書2:2

4、下次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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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8:19-20）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

人。（提摩太後書 2:2）



11

彼此代禱頁
日期 姓名 禱告內容 等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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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會   P12
這一頁需要重新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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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功課 2
1、每人預備活頁紙或一本筆記本，以便

a . 記錄代禱事項
b . 記錄小組，團契或主日崇拜時的查經心得，聽道信息大綱，或個
人領受。

2、研讀佈道大計7 - 8 章及後記

3、背聖經。
以弗所書 1:15-19

4、撰寫個人得救見證
a. 信主前的情形
b. 信主的原因，如何信主
c. 信主後的改變
於            月            日 交稿

5、下次聚會時間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上

帝。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

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

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

弗所書 1: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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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月:如何做個人得救見證
加入本月門訓目標

• 老師（保羅）先示範做個人得救的見證

• 學生（提摩太）分享個人得救見證，全文用稿紙寫下來，在約定時間交
給老師修改。見證內容包括：

a.信主前的情形
b.信主的原因
c.信主後生命的改變

• 給予足夠時間給學生（們）先在家裡寫個人的得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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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功課 3
1、 繼續使用筆記本寫下查經或聽到心得，及代禱事項

2、開始使用靈修日記及一年讀完聖經一遍進度表

3、背聖經
詩篇27:4
提摩太後書8:16-17

4、撰寫個人得救見證
a. 信主前的情形
b. 信主的原因
c. 信主後的改變
 於            月            日 交稿

5、下次聚會時間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詩篇27:4）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

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8: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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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底有沒有神？
a. 自然啟示  羅馬書1:19-20
詩篇53:1
b. 特殊啟示  希伯來書  1:1-2
約翰福音1:18

2、神的計劃：「神愛世人，要把喜樂、平安、永生、賜給我們。」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

約翰福音10:10  

1、人受造奇妙
創世記  2:7  
詩篇139:14  

2、人的尊貴
詩篇8:1-9  

3、人不順服
創世記  2:16-17  
創世記  3:6  

1、罪的事實：最使我們與神隔絕
羅馬書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馬書3:10  

2、人的努力
以弗所書 2:8-9

第三個月:如何做一對一談道
加入本月門訓目標

神

人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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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罪的工價
羅馬書6: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賜，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1、基督代贖：一個客觀的事實
羅馬書3:24-25：「⋯上帝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羅馬書5: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2、常用比喻
印度王子犯法的故事

法官代付罰款的故事

1、人的回應：一個主觀的經歷
羅馬書10:9、10：「…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約翰福音 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

柄作上帝的兒女。」

2、得救的確據：「確信蒙恩得救是憑信心，不是憑感覺，而是信心
是建立在神的話語。」

約翰一書1:8、9：「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

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

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羅馬書8:14-17：「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子。你

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

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

女；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上帝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

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約翰一書5:13：「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上帝兒子之名的人，要

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恩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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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王子犯法的故事
 
牧師說故事——上帝的公義與慈愛怎麼可能並存

印度的法律的規定皇子犯罪是與老百姓同罪的。

有一天王子犯了法，按照印度的舊法律：王子的雙眼是要被挖掉的。這

時，國王就遇到了公義與慈愛的兩難問題：這是我的兒子，如果在行刑

當天，我的兒子雙眼都被挖掉，那我的慈愛何在？那我就不是有慈愛、

有憐憫的父親了。但是，若我的兒子雙眼不被花掉，我是一個做國王

的，那公義又何在？我就會變成一個沒有公義的國王。

所以，當有行刑的時候，國王對法官說：「這樣吧，你把我的兒子的眼

睛挖掉一隻，我的眼睛也挖掉一隻。」

這雖然不是一個十分貼切的說明，但是卻能表達一些耶穌基督在十字架

上為我們犧牲的原因，也為我們了解十字架的意義開了一些亮光。

十字架是公義和慈愛的交會點，犯罪是我們，該受審判的是我們，但主

耶穌為我們代死，十字架從此成為公義和慈愛的標誌，我們從此得以透

過相信耶穌基督得以與神和好。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神以憐憫為懷。」詩篇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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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功課 4
1、 繼續使用筆記本寫下查經或聽到心得，及代禱事項

2、開始使用靈修日記及一年讀完聖經一遍進度表

3、熟練個人得救見證
不看手稿，是著對錄音機講一次，然後聽一次，看有那些地方可以改

進。

4、背聖經
約翰福音3:16「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羅馬書3:23「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

羅馬書6: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上帝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

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羅馬書5: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約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

帝的兒女。」 

5、下次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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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的信實廣大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生命詩歌18）
你的信實廣大，你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你恩手豐富預備，你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Morning by morning. 
New mercies I see. All I have needed. 
Thy hand hath provided.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Lord unto me...

2、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生命詩歌185）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己得赦免，前我失喪，今被尋固，瞎眼今得

看見。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3、天父必看顧你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生命詩歌52）
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祂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Through every day, o'er all the way; 
He will take care of you,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詩歌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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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主進入我心 Into My Heart （生命詩歌205）
進入我心，進入我心，請進入我心，主耶穌：現在進來，

永不離開，請進入我心，主耶穌。

Into my heart, into my heart, Come into my heart, Lord Jesus; 
Come in today, come in to stay, Come into my heart, Lord Jesus.

5、數算主恩 Count Your Blessings （生命詩歌445）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作為，都要記清楚，主的恩典，

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驚訝主奇妙看顧。

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th done. 
Count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 one. 
Count your many blessings; See what God hath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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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會詩選─懷念老歌
1.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當尊稱祂名！讚美主，讚美主！萬民都當歡欣！

藉著聖子耶蘇，可親近天父，祂已成功究贖，榮耀歸天父！

2.
你信實何廣大，你信實何廣大，每早晨賜下新豐富恩惠，

我一切要你聖手豐盛預備，你信實何廣大，顯在我身。

3.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己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4.
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

祂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

5.
進入我心，進入我心，進入我的心，主耶穌;
現在進來，永不離開，進入我的心，主耶穌。

6.
完全為你，完全為你，你曾為我完全捨己，

以主美旨，作我心志，親愛救主，我活著為你。

7.
我知救主為我預備道路，我知救主為我預備道路，

仰望主懇切祈求，雖黑夜也變白晝，

我知救主為我預備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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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揚傳，

教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的主，再來的王.

9.
主的恩惠樣樣都要數，主的恩惠都要記清楚，

主的恩惠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希奇感謝而歡呼。

10.
主愛我必愛到底，主愛我必愛到底，

我雖軟弱，主能保守，主愛我必愛到底。

11.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萬事都能成就，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萬事都能成就，只要相信。

12.
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

我罪雖多，主血塗抹，主恩實在更多。

13.
感謝主！拯救我靈魂，感謝主！使我得痊癒，

感謝主！白白歸咎我，這麼豐豐富富的教恩！

14.
愛使我們相聚一起，愛使我們相聚一起，

上帝的愛使我們合而為一體，愛使我們相聚一起。

15.
親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因愛從神來，

親愛的讓我們彼此相愛，因愛從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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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如何用約翰福音1:12幫助一位決志信主的人確信得救
經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首先請決志者先把約翰福音1:12讀一遍，然後問下列的問題幫助他們確
信：

1、你有相信耶穌基督作你個人一生的主和救主嗎？

2、如果有，用約翰福音1:12描述的，你現在是一個怎樣的人？

3、相信耶穌就是接待耶穌，一個從心裡接待耶穌的人，就從神那裡得到
一個權柄，請問是什麼權柄？

4、請問，你/妳怎麼知道你/妳現在是神的兒女（又稱為基督徒，跟隨耶
穌腳踪的人）？

5、最後結論：幫助決志者認識並確信：作為神的兒女不是憑感覺，乃是
憑事實，（神的話如此說）不是任何一個人說您是就算數，乃是神的

話（約翰福音1:12）說你是才是重要的。

˙ 熟練「神、人、罪、恩、信」的個人佈道法及「使用約翰福音1:12」幫
助人確信

˙ 然後安排一次外出個人佈道行程

第四個月:如何幫助人確信
加入本月門訓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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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星期        )我們將分組去探訪佈道，求神帶領我們每一
組的服事。

當天的行程是這樣的：(此處以晚間為例，但時間可以按實際情況安排)
7:30pm在各組各自約定的家中集合，禱告
7:45pm出發探訪

第一組：(按人數多寡分組，每組3-5人)
第二組

第三組

⋯⋯⋯⋯

集合地點：                                                            。

請預先打電話給要去探訪的家庭，說明最多只停留30分鐘，目的是來向
他們分享耶穌的福音。

8:00pm 探訪佈道
8:30pm 告辭
8:45pm 回到各組約定的家中，分享禱告

請為探訪的對象開始禱告，當天晚上，牧師或傳道人也會在教會用禱告 
與你們一起同工，求神親自作工；如果要去探訪的家庭，時間不許可，

我們有候補家庭，請盡快讓各組組長知道，好另外再安排。

祝你們平安

在基督裡一起同工

                                                                                           牧師（傳道）敬上

門徒功課 5
親愛的門徒小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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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台福信仰、法規與實踐5

是 非

1 台福教會的區長是由區會成員中的「 平信徒代表」中選立，他(
她)不必是現任的長執會的主席。

2 「靈恩」絕非所謂「靈恩派」的專利，乃是三一真神賜給眾教
會，眾信徒的恩典，不是「可以選擇要不要」，而是「非有
不可」的。

3 「靠主自立更生」是台福教會自創會以來所堅守的管理教會的
精神。

4 台福教會注重傳福音的事奉，尤其強調以個人談道來引人歸
主。

5 台福教會注重長執在教會行政與牧養上應與牧師配搭成為有效
的事奉團隊。

6 宣教植堂是台福教會所重視並努力推行的事工。

7 新舊約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無謬誤的話語，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
的最高權威。

8 三位一體的上帝是自有永有的， 祂在一切受造物之前, 且與受造
物一樣。

9 人類需要救贖是因為其始祖亞當得罪上帝，遭致本身及其後裔
的定罪及死亡。

10 善功是基督徒生活的本份，應好自為之，才能憑藉着它在神前
稱義。

11 信徒不都是祭司，所以受聖職者無法跟所有平信徒在同一線上
服事主。

12 在末日，天父將親自來審判活人與死人，這是聖經很清楚的教
訓。

Ⅰ是非題  請作答

台福基督教會的《台福信仰、法規與實踐》，共分三卷，您可以從網上下載閱讀；您將會

更了解台福。以下有專為會友準備的「是非題」及「選擇題」兩個部分，共50題，
都是有關台福信仰、法規與實踐的概義。願上帝祝福您，更加認識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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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台福傳教師應認同，但不必接受台福教會信仰告白、異象、使
命與台福法規。

14 牧師可依神的啟示獨自推行教會事工，不必與同工有同心合一
的事奉與配搭。

15 社會難免歧視同性戀者，但教會不歧視同性戀者，上帝憐愛罪
人，但恨惡他們的罪行，這是台福教會的一貫立場。

16 牧者對於輔導對象之個人隱私，只在長執會要求下，才可適當
地向有關人士談論。

17 牧者應擺開治理家庭的事務，專心服事教會，才能達到牧養教
會的果效。

18 一個會議的主席要發揮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促成會議的召開能
達成目的，因此，認清主席的職責及權限就不是很重要。

19 「 作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及「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是信
徒在教會裡運用恩賜，互相服事的重要原則。  

20 「 加入台福」與「 加盟台福」的實際意義是不同的， 但其先決
條件都必須是無宗派之獨立教會, 認同台福異象, 而且在財務
上必能自給自足。  

21 台福的代理主任牧師，是一位由長執會從教會外聘立的臨時代
理的牧師。  

22 台福地方教會若已有駐堂牧師或囑託牧師時，總會就不必派督
導牧師去協助。  

23 總會章程之修改，必須由總會代表大會三分之二有效票通過後
才能即時生效。

24 台福之自立堂會如喪失其自立條件時，可由其和會過半數決定
取消自立堂會， 並向總會申請取消自立堂會資格。總會也可
主動取消其自立堂會資格。

25 台福教會之小會，必須要有五位以上的現任長老及主任牧師才
能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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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a b c

1 一年 二年 三年 台福地方教會之執事候選人必須為
該教會幾年以上的積極會員？

2 過四分
之一

過三分
之一

過二分
之一

台福地方教會之和會(會員大會)須
有多少積極會員出席才能開會？

3 地方教
會長執
會

地方教
會會員
大會

總會聘
牧指導
委員
會

地方教會之聘牧委員會與候選人接
洽之前，應將候選人的名單送交誰
預審？

4 主任牧
師 

督導牧
師

長執會
副主
席

地方教會牧師室主任牧師之外的全
職傳教師，是由誰推薦再經由長執
會議決？

5 主任牧
師 

督導牧
師

長執會
副主
席

長執會主席因故缺席時，長執會之
開會由誰代理主持？

6 在表決
前

在表決
中

在表決
後

牧者對會議中的提案如感到不平安
時，應在何時提請延議？

7 一週 兩週 三週 教會決定召開和會(會員大會)時，
應在幾週前的主日週報開始連續每
週宣佈？

8 二分之
一

三分之
一

三分之
二

長老候選人必須獲得多少出席和會
的積極會員的有效票才能當選？

9 董事會 總委會 人事委
員會

台福總會之選舉，其候選人之提名
是由那個會負責？

10 教會預
算案

臨時動
議案

長執選
舉案

地方教會和會進行中那樣議題不准
提出？

11 董事會 總委會 總會代
表大
會

總會章程與地方教會法規之修正案
必須經過那個會表決通過後才生
效？

12 總會 傳教師
會

長執會 台福傳教師之聘書是由那個單位核
發呢？

13 申請者
本人

主任牧
師

所屬教
會長執
會

台福教會牧師之按立申請是由誰向
所屬區會或總會人事委員會提出？

Ⅱ選擇題  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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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年以
上

六個月
以上

不論離
開多
久

傳教師辭離台福教會或機構後，若
要回台福教會或機構時，離開多
久的人才須要重新申請加入傳教師
會？

15 督導牧
師

駐堂牧
師

囑託牧
師

地方教會若無主任牧師或代理主任
牧師時，總會必須選派那樣牧師協
助地方教會長執會、聘牧委員會、
聖餐與洗禮等教會重要事工？

16 兩成
(20%)

三成
(30%)

四成
(40%)

地方教會如要向總會申請姊妹教會
建堂補助款時，其教會必須先自己
存有(不包括私人貸款) 建堂總經費
的幾成儲備款？

17 聘書 
 
 
 

請書 「職求
人」廣
告

台福教會的信徒傳道師必先修完所
規定的36學分裝備課程，完成台福
信徒傳道師實習規定，並獲得擬往
事奉的教會或機構的何樣文件才能
申請按立？

18 2015 2020 2025 台福台灣宣教中心的 「100-10,000
」在台灣的宣教植堂目標何年要達
成？

19 總委會 
 
 
 

區審查
委員
會

總會人
事委員
會

台福教會傳教師按牧申請，其審核
過程由「區審查委員會」到「總
會人事委員會」到「總委會」而確
定。因此，地方教會要安排「按牧
感恩禮拜」的日期時，必須等候那
個會的審查結果，通知確定後才能
安排？

20 兩位 三位 四位 區會裡必須至少要有幾位以上的主
任牧師才能組成「按牧審查委員
會」，受理按牧審查呢 ？

21 可以 不可以 台福尚
無明確
立場

凡是清楚蒙召、具備屬靈恩賜，且
為教會正式認可的女性，可否被選
立為台福教會長老、按立為台福教
會牧師、或擔任台福教會主任牧師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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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必須遵
守

隨意遵
守

只作參
考

台福教會的傳教師對於台福基督教
會的章程、法規、規則、台福基督
教會的信仰告白及牧會理念等，應
有的態度是甚麼呢 ？ 

23 所有成
人(包
括青
年)

成人扣
除青
年

所有成
人與兒
童

台福總會對於台福地方教會建堂互
助金的計算公式是：「以各教會最
近一季的『平均總人數』乘以「每
人應付額 」(目前規定額是每人美
金12元) 來計算。」 公式中的「平
均總人數」指的是：

24 該教會
的小會
主席

該教會
的督導
牧師

總會的
總幹
事

未按立的台福傳教師，須獲得誰的
許可才能在台福地方教會主持教會
聖禮？  

25 牧師室 小會(
如無小
會,依
序由長
執會,  
同工
會)    

和會 台福地方教會設有會員制，會員之
申請必須經過那個單位審核通過
後，才能被接納為會員？

     
⊙ 如需「是非題」及「選擇題」答案，可洽詢台福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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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誕生1
Ⅰ 天國先於教會
A、耶穌所關心的是在人的內心建立神的國

不重生、心裡、心裡

B、天國成員的條件

悔改、悔改、相信、實行

C、 組織的必然性

揀選、選出、管理、祈禱、傳道、方法、更有效

Ⅱ耶路撒冷教會
A、歷史性的五旬節

主的門徒、弟兄

B、人數的擴張

祭司、一百二十名、三千人、得救的人、五千、連男帶女

C、地域的擴張

撒瑪利亞、撒瑪利亞、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大馬色、呂大、

約帕、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廣傳

Ⅲ 安提阿教會
A、基督徒稱號的來源

基督徒、安提阿

Ⅳ 烽火中的教會 (64-313 A.D.)
C、使徒的殉道

雅各、彼得、保羅、約翰、拔摩

D、逼迫中的安慰

有福了、天國、賞賜、苦難、放心、苦楚、榮耀、苦楚、 榮耀、 受
苦、羞恥、至死忠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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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初代教會的兩項發展
A、異端邪說興起

新約正典、使徒信經

B、教會制度的興起

使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