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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诗篇 111：2）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

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

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

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

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

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

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常在我里

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

就。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 15：1-8） 
 

多结果子的实践介绍 
 

 

 

 

 

 

 

 

 

 

基督的跟随者数百年来，致力於顺服主在马太福音28：19的命

令，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我们已尝试了许多方式和法则。  

在世界各地穆斯林群体服事的植堂者已了解到他们事工和生活

中的哪些实践是有果效的，能结出果子。 然而，他们所学到的

经验并非总能和其他植堂者分享，因而就此被遗忘。 当我们没

有互相学习时，教会就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资源。  
 
本指南中的信息来自许多不同机构的 1000 多名植堂者的访谈，

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穆斯林群体中服事。 我们与来自许多

不同文化背景的弟兄姊妹交通，发现他们所分享的是建立新教

会最有果效的方法，并且这些教会能在穆斯林群体中健康地成

长茁壮。  
 
本指南将说明我们学到的 68 项多结果子的实践，并帮助您和您

的团队讨论如何在您服事的地区有果效地运用这些实践。  
 
多结果子的实践与其他培训事工不同。 多结果子的实践是一个

简明的列表，描述了许多植堂者的经验，他们希望看到穆斯林

群体当中的基督徒团契不断增加。 您的植堂团队可以使用这份

列表来帮助你们讨论团队的实践，并思考有哪些实践可能是你

们需要做出改变的。  
 
 
 
 
 
 

本指南中使用的重要词汇： 
 
多结果子：这个词的用法与耶

稣在约翰福音 15：1-2 中用这个

词来形容他的门徒的方式相

同。 耶稣说他就像是葡萄树，

他的门徒就像枝子。 从葡萄树

和枝子结出更多的「果子」是

指门徒。 因此，在本手册中，

「多结果子」一词意味着培养

出更多信仰成长的门徒，实践

基督的教导，使更多的新信徒

成为门徒。  
 
实践： 实践是教会种植者或植

堂团队经常重复的一种行动或

行为。  
 
多结果子的实践：植堂者的行

动或行为，已被证明会产生更

多的门徒。  
 
更多定义请参阅尾尾的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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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波罗算什麽，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

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哥林多前书 3：5-7） 

什么是多结果子的实践？  

「多结果子的实践」是许多植堂者发现在穆斯林群体中结出属灵果子、

建造新信徒上有果效的行动和行为。 这些新信徒能建立健康的门徒

社群，并且能复制更多信徒的团契。  

 

这些实践被描述为"多结果子"，而不是"最好"或"好"，因为这些实践不只是好的观念而已，乃是带来

生命、成长并且倍增。 

这清单将有助于在机构和团队中开始重要的讨论，讨论什么导致多结果子，而这都是基于其他植堂者

的实际经验和圣经教导。 您会如何補強这份列表？   

您可能觉得这里列出的许多观念像是基本常识，但其实这些观念并非总是被团队实践。 本手册将帮助

您的团队了解一些新观念： 在你们所处的社区中，对你们而言什么是重要的，本手册也鼓励你们和他

人分享你们所学到的。  

與神同工:所有真實的事工都包括神的工作和人的工作。我们不能改变人们的心。 那是上帝所动的工。 
但我们可以分享福音和彰显基督的爱。 这是我们的工作。 

 

 

  
 
 
在阅读此列表时，请了解以下内容： 
 

 此清单描述多结果子的实践，但没有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別像遵守律法规条般遵守列表中的所有条目。 相反地，你们应该应用自己对社群的了解，祷

告寻求什么对你们的处境最有帮助。  

 列表会不断变动。 这份清单尚未完全——我们的同工仍持续在学习。 随着我们从同工的经验

中获得更多知识，我们会更新这份清单。  
 该清单应作为㇐个整体使用。 这些实践彼此互相支持。 与其他实践相比，每项实践都是多结

果子的，特别是在同个类别内。 如果你们同时应用多项实践法则，你们团队将结更多果子。  
 这份清单倚靠神 。  

这份清单使我们看见神透过团队动工的许多方式。 这些由团队所发现的实践，帮助他们参与

神正在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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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意思？ 
 

不同的读者在读到"教会"此词时可能会有不同的联想。 本指南的研究人员用 
「团契」或"新信徒的团契"来描述圣经用语 ekklesia 

（译注：希腊语） 的当地说法，此希腊词汇意思与英语词汇 「教会」相同。  

 

分类 
 

为了更容易思考这些多结果子的实践，我们将其分为八类。 这些类别描述了禾场工人可能与其建立关

系的几个不同群体。 标签是为了方便引用： 
 
 

类别 标签  类别 标签 

与社群的关系 社群  与慕道友的关系 慕道友 

和信徒的关系 信徒  与领导者的关系 领导者 

与神的关系 神  沟通方法 沟通 

多结果子的团队 团队  多结果子的教会 教会 

 
 

 

 

 

 

（关于本指南所依据的研究分析更详尽的信息，请参见本指南最末的「资源」㇐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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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由谁带领？  
 
带领者要能确保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

分享他们的意见，帮助团队得出结

论，并确保决定被记录下来。 在某些

团队中，担任此一角色的最佳人选并

非团队带领者，而可能是团队外部邀

请的人 ，也可能是团队的其他成员。  

 

 

 
带领者指南 

如何使用多结果子的实践列表 
 

以下是 8 个图表，叙述 68 个多结果子的实践，并分为 8 个类别。 这个带领者指南将引导您带领团

队讨论，讨论他们在这些实践上的表现如何。 讨论的目的是帮助团队了解哪些实践是他们的强项，

而哪些是他们有待改进的部分。  

 
 

1. 预备： 
 

 在开会之前，请发给团队中的每个人多结果子的实

践说明的复印本。 告知他们要花时间去思考这份清

单。 请告知他们，他们必须评估团队在每个实践的

表现如何。  

 

            -或 – 
 

 复印这份列表，以便在开会时分发。  

但要确保每个人都有时间阅读或聆听列表的叙述，

并考虑他们的反应。  

 
 

 在开会之前，决定你们要在这份清单上花多少时间。 

有些团队希望每次开会讨论一个类别。 有些人则可

能宁愿开一个较长的会，把这份清单一次完成。 你

们可以从任何分类开始讨论，这些类别不按任何顺

序排列。  

 

 选一个人来记录团队所观察到的内容和目标。 准备

几份多结果子的实践列表的备用副本，包括你们要

用来填写评估团队表现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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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介绍多结果子的实践 
 

 以祷告作为开始。  
 

 介绍多结果子的实践清单以及其所依据的相关研究，给所属的团队。 
下面提供一个有效的方式作为参考： 

 留㇐点时间回答有关此介绍的任何提问。  

多结果子的实践是在对成千上万在穆斯林中工作的植堂者的研究中发现的实践清

单。 植堂者发现这些实践是有果效的。 他们被称为 "多结果子的实践”，因为他们不仅

只是不错的观念，而是他们已被证明能够促使新信徒的团契不断增加。 这些做法有助于

更多人成为门徒，并在穆斯林群体中产生门徒运动。  

这项研究花了几年时间，包含来自许多国家和机构的人。 这项研究是在经验丰富的植堂

团队中进行的，他们在穆斯林中服事。 研究小组亟欲探索植堂团队所发现的，神目前正

在使用什么方法在穆斯林当中扩展祂的国度，藉此帮助其他工人更有果效地服事。 经过

研究和分析，目前他们列出了 68 项多结果子的实践。  

这一研究过程有助我们了解事工的奥秘。所有真正的事工都涉及神的工作和我们的工

作。 我们不能使人归信，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分享福音，阐扬基督的爱。这是

我们的工作。（见哥林多前书 3：5-7 保罗对此观念的阐述。）我们可以向他人学习，他

们事工中哪些实践可以结出果子。 当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来邀请穆斯林跟随耶稣，其他

工人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处境中结出更多的果子。  

因此，在本指南中，"多结果子的实践”是指一种活动或行为，能有果效地在穆斯林信

仰群体开始信徒的新团契，并且成长和产生其他新的团契。 这些实践依据禾场工人在不

同事工阶段所有的各样人际关系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别。  

我们今日的目标是使用这清单来思考： 当应用这些实践到我们事工时，我们的团队做得

如何，并讨论我们能如何改进。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 [填入您所选的类別]。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份清单不是拿我们的团队与其他团队做比较。没有一个团队能完

整呈现多结果子的实践。而是帮助我们团队与一套原则做比较，而这套原则已证实能帮

助事工多结果子。这是我们团队评估我们生命、事工和目标的机会。如此行可以有助于

我们考虑新观念，或激励我们继续实行我们事工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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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你们的初步回应： 
 

如果您在开会前没有发给团队每个人多结果子的

实践清单，请给他们一些时间读完或听完你们要

讨论类别中的全部叙述。  
 
您可能会发现，让您的团队一起阅读列表效果会

更好。 无论哪种方式，确保每个人都理解列表中

的描述。 留意团队中每个人的需求，不要让团队

中有人仓促完成。  

 
 

询问大家对这清单有什么感想，并确保每个人都能敞开地、诚实地讨论这个议题。  
 

4. 个人评估： 

每个团队成员都需要思考团队在每个清单分类项目表现得如何，并且给予评分。 

请确保每个团队成员都是自行进行评分，之后在团队讨论时可以修改这些分数，但重要的是在团队讨

论之前，可以得知每个团队成员的想法。  
每行都有空间在1到5 
的评分上打㇐个分数。  

这是㇐种简易识别强项和弱项的方法。 
 
 

 分数为  "1” 表示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是他们做得不好。  
 分数为  "5”表示团队时常且有果效地实行此实践。  
 ㇐个团队有时会实行此实践，但需要更留心去执行，那么可能会得到"3"分。  

 

这些分数是为了有助团队成员得知该项目是团队的强项或弱项，并从中学习。  
 
每个成员的想法都很重要，所以请鼓励每个人诚实地分享他们的观察和意见。 有些团队成员可能

不喜欢给团队打分。 鼓励他们明白，分数只是一个指标，为要帮助他们了解，他们认为哪些项目

是团队的强项和弱项。 这将有助于每个人了解哪些方面他们需要努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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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团队共同评估： 
 
现在是时候让团队讨论他们的评分，并共同决定你们在每种实践中的表现如何。  这是整个过程最重

要的部分。 与多结果子的实践列表做对比，这将有助于团队真正了解你们的强项和弱项。  
 
 从第一次讨论开始，请每个团队成员分享他们给团队打的分数。 这只需要简短的答案，而不是每

个人开始长篇解释。  

 
 接下来，让每个人有机会解释他们的意见。 如果有人和其他人的答案不同，让他们先发言。 确保

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解释他们的答案。 彼此倾听，理解彼此的答案是这项讨论最重要的部分。  

 
 最后，带领团队做出决定要如何给团队评分。你们要如何达成共识，决定这项实践是团队的强项

或弱项。 注意列表中的分数，并确保团队之后保有团队决定分数的副本。  

 
 继续下一个实践的讨论。 注意时间，不需要讨论中所有被提出的议题。 而是记下这些议题，留到

下次开会来讨论。  

 
 

关于讨论的㇐些重要建议： 

•如果某项实践导致团队成员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则在清单中把这项实践标记打圈，留到以后再来

讨论。  

•如果有某项实践认为团队表现得好和表现得不好的人数打平，取其平均分数然后继续下㇐项讨论。  

• 如果有些叙述不适用于您的团队，就不需要进行讨论。 在穆斯林群体中服事的团队彼此间差异

很大，所以有些问题可能不适用于你们。 有些问题则可能过于复杂，无法讨论。 采取最适合你们

团队的做法。  

• 每个人对这些叙述的理解都能清楚表达。 有些人对一些词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本指南末尾有一

个词汇表。  

•  有些人在听取他人意见后可能会改变对团队表现的看法。 这很正常。 但不要强迫任何人同意大

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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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思想此类别和设定目标： 
 
当你们完成一个论类中的所有实践后，以讨论整个类别来作为结束。  
 
 

每个类别最后的问题可帮助您的团队理解和叙述你们的强项和弱项。 这些问题也有

助于你们思考在事工中应该做出哪些改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你们团队做出决定，你们希望如何回应在多结果子的实践所学到的东西。 在此处记下你们

的决定： 
 
 
关于我们较弱的实践项目，哪几项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改进？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我们较强的实践项目，哪几项我们应该尝试与其他团队分享我们的经验？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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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们的评分与反思，为你们团队写下几个目标。  
在下列表格中填入你们优先考虑的实践项目： 
 

 
我们希望在此项多结

果子的实践有所成

长： 

 
我们需要哪些资源来 

实行这种实践？  
 

 
我们希望多久之后看

到这方面的成长？  

 
我们要如何彼此问

责？ * 

    

    

    

    

    

*将此目标传达给团队监督或指导，以便你们有人问责。  
 

结束祷告... 
 
天父，祢呼召我们和祢同工使万民做祢的门徒。  
帮助我们向那些禾场上的同道工人学习。  
我们委身于能为祢的国度结出果子的实践。  
帮助我们结出能长存的果子， 
并得着更多的门徒分享祢的救恩， 
使祢的名得荣耀，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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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列表 
 

 

 

 

 

 

 

 

 

 

 

 



11  

多结果子的实践类型： 与社群的关系 

禾场工人若是不能与他们所在的穆斯林社群建立良好关系，他们就无法得着新门徒，而这包括了欣赏

和尊重当地的文化。 这个类别的多结果子的实践是"与社群的關係”，它評估工人與他們所服事的社

群人們之間的關係。 工人学习当地社群的文化，便会尊重当地文化，并以合宜的方式调整他们的生活

方式。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

何？  * 
社群 1 多结果子的工人通过尊重当地文化的方式表达对当地人的敬重。 

工人对于当地文化的态度向这个社群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

饮食和穿着上都合乎当地文化民情，特别是他们好客款待的方式。 他们理解并尊

重当地社群的文化期望，即便他们并非全然采纳当地人的做法。  

 
 
      

社群 2 多结果子的工人服事社群的实际需要，并借此宣扬福音。  
善行往往能帮助工人在当地社群获得良好的声誉。 多结果子的工人会明确表示，

他们的善行是传达基督好消息的一种方式：否则，当地人可能会认为工人只是一

个好人，或者只是试图靠着善行积功德、得奖赏。  

 

社群3 多结果子的工人尊重当地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各自的角色。  
男性和女性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会對男性和女性的行為舉止有什麼樣

的期望，在穆斯林世界中是非常重要的。 多结果子的工人高举圣经关于这些议题

的教导，但也努力了解男性女性在当地处境中的角色，并尊重这些社会规范。  

 

社群 4 多结果子的工人动员许多人祷告。  
多结果子的工人邀请其他人加入他们，委身于为自己以及他们所服事的人专心祈

祷。 他们明白，招募人们祷告就像招募同工加入他们在当地服事的团队一样重

要。  

 

社群 5 多结果子的工人学习当地语言。  

能运用当地语言清晰、自在地沟通的工人更可能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的工人谨慎

考虑什么语言对他们的社区最重要，例如母语（ 心灵语言）或商业用语，宗教或

世俗用语。 透过学习并使用当地语言，他们也对当地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

很多方面都能多结果子。  

 

社群6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还没有上工场之前就透过相关研究来学习他们要服事的群体，

上工场后则在他们的事工上应用这些知识。 
多结果子的工人接受多种信息，包括民族志（民族的习俗）、语言学（语言）和

历史（近代与古代）。 这些工人研究他们所服事的人，并将他们所学的运用到他

们的工场，比那些仅仅根据自己的想法、或根据原生国家或所属机构的观念想法

来服事的人更有果效 。  

 

社群7 多结果子的工人与当地领导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  
通过与地方当局包括非基督教宗教人士谨慎地建立关系，工人或可在当地社 群获

得尊重和地位。 那些留心筛选地方领导人物并与其建立关系的工人更可能多结果

子。  

 

*请写下 1-5 的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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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省察自己与社群的关系： 
 

 神的话语中的哪些原则有助于我决定如何与这个社群及其领导人物互动往来？  

 我如何形容目前我與當地社群的關係？ （或者：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我会希望我会怎么形

容我和当地社群的关系？ ） 

 这些多结果子的实践所叙述的价值观，我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  

 我是否做过任何不符合这些价值观的事？  

 我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加了解这个社群的价值观和运作方式？  

 我（和我的同工）需要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才能更充分地活出这些多结果子的实践，与这个社

群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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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类别： 与慕道友的关系 

这个类别的多结果子的实践，是关于工人和慕道友之间的关系，因为工人们致力于用言行来传递福音。  

“慕道友”是指对主耶稣的好消息敞开的穆斯林。 慕道友可能只是一个对福音好奇、想多加了解的人，

或是经历过耶稣并希望更认识祂的人。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活出他们的信仰。 通过他们的榜样与话语，他们教导慕道友遵守他们

所明白的神的真理。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

何？  * 

慕道友 1 多结果子的工人勇于为主作见证。  
勇敢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涵义。 有些工人为了住在危险的地方而冒很大的风

险。 也有工人需要勇气在充满敌意的地方公开传讲耶稣。 多结果子的工人并不鲁

莽，他们也不会把自己或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然而他们的勇敢在于，知道他们有

从神而来的力量来分享基督的信息，即使遭到反对。  

 

慕道友2 多结果子的工人祷告求神迹，作为福音的印证。  
神迹的重要性在于帮助许多穆斯林归信耶稣基督。 正因此，许多多结果子的工人

祷告求神赐下异梦、医治、赶鬼，以及其他奇妙的神迹来印证福音的真理。  

 

慕道友3 多结果子的工人当面为他们的朋友的需要祷告。  
多结果子的工人表明他们关心朋友的需要，当着他们的面为他们祷告，而不仅仅

是私下代祷。 无论神如何回应祷告，当工人与他人一起祷告，就显明神关心我们

的日常需要并且是祝福和供应的源泉。  

 

慕道友4 多结果子的工人通过现有的社交圈分享福音。  
若是穆斯林群体当中有人与其他穆斯林一起归主组成一个小组， 会更加容易些。 

当新信徒与家人和社群分享他们的信仰，使福音见证倍增，也使新信徒容易作为

门徒。  

 

慕道友5 多结果子的工人开始对慕道友门徒训练，作为归主过程的㇐部分。 
多结果子的工人明白，并非所有的慕道友都会成为生命成熟的耶稣门徒。 谨慎是

明智的，但多结果子的工人效法耶稣，帮助任何想认识主的人听见并跟随祂的教

导。  

 

慕道友6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慕道友分享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 

约翰福音第四章中井边的妇人马上告诉她的村民耶稣的作为。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

励慕道友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人分享神在他们生命所动的工。  

 

*请写下 1-5 的评分： 
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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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察自己与慕道友的关系： 
 

 父神如何向人们显现自己？ 神话语的教导是什么？  

 目前在哪些方面我在穆斯林当中活出我的信仰？  

 目前我如何借着我的态度和行动来彰显这些价值观？  

 我相信神会在我朋友的生命中动超自然的工吗？ 我能采取什么行动来表明我希望神在我朋友

的生命中动奇妙的工？  

 神在哪个时间点开始认定某个人是祂的跟随者？ 上帝的话语是怎么说的？ 关于某个人什么时

候成为耶稣的门徒，或者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我需要多加思考这些问题吗？ 

 我该怎么做才能更加了解我的朋友们对神已经有什么样的认识，以及探索神在他们生命中已动

了什么样的工？  

 那些我跟他們分享神的話語的人，会和別人分享嗎？ 我该如何帮助我的朋友去和家人和朋友

分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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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类别：和信徒的关系 

这个类别的 14 个实践是与穆斯林背景信徒的关系。 这些实践是关于工人与来自穆斯林群体的初信耶

稣跟随者的关系。  

这个类别的重点在于鼓励新信徒遵守基督的教导。 多结果子的工人也对新信徒的文化、个人需要和人

际关系很敏锐。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新信徒顺服圣灵和神的话语，并且谨慎地不把自己的假设强加到

他们身上。  

要在门徒训练上多结果子，需要有基督徒的团契生活。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与新信徒的关系

展现顺服基督的榜样。 他们的生命显现在家庭、工作、学校、商场，以及与异性的接触、与权柄打交

道等。 借着活出你的价值观来进行门徒训练，这种方式比仅仅通过言教更有果效。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何

？ * 

信徒 1 多结果子的工人有心培训门徒。  
耶稣说要训练祂的门徒顺服他所有的吩咐。 建造门徒需要时间和精力。 多结果子的

工人着重于带领、鼓励门徒在灵里成熟，并且服顺服基督。  

 

信徒 2 多结果子的工人以适合当地文化、且容易复制的方法培训门徒。  
当所有需要的资源（如圣经、书籍、录音工具）都能在当地取得时，门徒更容易分享

他们的信仰并且建造新门徒。 多结果子的工人避免使用来自国外的门训手册、当地

门徒负担不起的电子设备，或只在外地举办的培训。  

 

信徒 3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配合门徒处境的环境中培训门徒。 
在与门徒会面时，多结果子的工人对地点、时间和环境的选择都考虑周到。 他们知

道这些因素会影响门徒的出席和预备学习。 例如，姊妹白天在家门训女性门徒会比

较合适。 工人会把握住各样的机会，无论是计划外的还是计划好的（在市集上采

买，或查经聚会）来建造门徒。 最后，他们寻求机会同时与数名门徒互动。  

 

信徒 4 多结果子的工人帮助门徒找到适合的方式来定义自己耶稣跟随者的身份，而非把自己

的意见强加到他们身上。 
多结果子的工人帮助慕道友和新信徒考量在他们的社群中定义耶稣跟随者身份的最佳

方式。 工人提出问题帮助门徒考虑各种身分认同的方式，而非为门徒预设或决定他

们的身分认同。  

 

信徒 5 多结果子的工人帮助信徒想办法留在他们的人际网络中。  
许多慕道友和新信徒生活在关系紧密的群体，包括他们的家庭、社交和宗教关系。 

若福音能穿透这些人际关系网则更有可能迅速传播。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慕道友和

新信徒维持这些人际关系，与家人和朋友分享他们的信仰旅程，并让新慕道友和信徒

加入这些群体当中的团契。  

 

信徒 6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信徒与其他信徒建立健康的关系。 
慕道友和新信徒需要知道他们不是他们社会或家庭中唯一跟随耶稣的人。 多结果子

的工人透过顺服新约的命令： 彼此相爱、服事和敬重，帮助慕道友和新信徒合一。 

多结果子的工人帮助信徒胜过导致分裂的罪，例如报复、嫉妒和八卦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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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何

？ * 

信徒 7 多结果子的工人留心于与信徒建立关系，就如耶稣所行的。  
多结果子的工人知道门徒是通过建立关系而产生的。 他们花很多时间与慕道友和新

信徒在一起。 他们分享自己的信仰旅程。  多结果子的工人设法分享切身相关的圣经

故事或耶稣的生命教导。 他们的目标是彰显他们的信仰在生活中所有层面都很重

要，并鼓励新门徒也这样做。  

 

信徒 8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信徒顺从圣灵的带领，将圣经运用到他们的处境中。 
多结果子的工人不会直接告诉慕道友和新信徒要如何理解和应用经文，而是帮助慕道

友和新信徒寻求神的帮助来思考圣经真理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处境。 他们鼓励慕道

友和新信徒信靠神，当他们向神寻求帮助时祂会回应他们。  

 

信徒 9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信徒分享他们的信仰。 
多结果子的工人知道，见证基督是门徒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鼓励慕道友和信徒和别

人分享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所动的工。 当信徒立即分享他们从圣经中学到的，以及神

如何回应他们的祷告，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信徒们更有可能建造新的门徒。  

 

信徒 10 多结果子的工人装备信徒向人解释他们信主的原由。  
慕道友和新信徒在与他人分享信仰时，常会听到一些令他们自己心中产生怀疑的论

点。 多结果子的工人坚固门徒的信仰，帮助他们解释自己信耶稣的理由，并使用圣

经或引用科学证据和《古兰经》。 工人的目标是让门徒明白并认定自己的信仰。  

 

信徒 11 多结果子的工人以身作则服事他人，并教导信徒服事他人。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常留心服事他人，并解释说这就是作为耶稣门徒的生活

方式。 他们鼓励门徒也这样做，解释信仰和好行为是相辅相成的。 他们通过教导和

实践相结合，帮助门徒在他们的社群中活出信仰，好让他们的社群看见耶稣的良善。  

 

信徒 12 多结果子的工人运用各种方式建造门徒。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建造门徒时，会利用各样的经验和资源。 例如，一群门徒可以观

看耶稣传影片、经历医治祷告，也参与查经。  

 

信徒 13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其他穆斯林背景的信徒参与洗礼。  
最常见的洗礼安排是穆斯林背景信徒（有时有慕道友）在场见证。 跨文化工人通常

不施洗，但或许会在场。 多结果子的工人认识到，洗礼加强了信徒的群体意识。 在

新兴的团契中，最常见的做法是以浸水礼来为信徒施洗。  

 

信徒 14 多结果子的工人以圣经原则处理罪，并符合当地民情。  
多结果子的工人明白，指正罪和悔改的圣经原则（如马太福音 18 章和加拉太书 6：1-

2 所述）应用在特定处境时也需要考虑当地的文化和世界观。 在应用圣经教导时，多

结果子的工作者会考虑当地的文化机制，例如荣誉和耻辱、性别角色、社会标准、家

庭和家族地位以及社会阶级。  

 

*请写下 1-5 的评分： 
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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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察自己与信徒的关系 
 

 圣经对于门徒与带领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教导？  

 我会怎么形容我在门徒培训上的努力？ 是积极主动还是被动回应？ （我会主动培训门徒，还

是等着看看有没有进展？） 

 

 我目前所使用的門訓方法是受到哪些影響？ （例如：其他事工的经验？ 其他工人的模式？ 书

籍或其他资源？ ）我门训他人的方式是如何受到自己文化的影响？  

 我目前的门训方法是否反映出这些实践所叙述的价值观？ 有哪些价值观我没有呈现出来？  

 我要如何在门训上更留心呢？  

 我要如何培养自己的敏锐度呢？  

 我所门训的信徒有在教导其他人吗？ 我的门训方法有哪部分可以让信徒在没有我的协助或资

源的情况下仍能服事？ 没有我的协助或资源，有哪些事工他们没办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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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类别： 与领导者的关系 

这个类别的实践应用在新兴教会中挑选、任命、预备和倍增领袖。 多结果子的工人严谨遵守圣经教导，

鉴别和培训领导者。 他们明白圣经所描述的敬虔领导者的品格，他们也问："在当地文化中， 敬虔的

领导者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鼓励尽早在当地信徒中兴起领袖。 他们有计划地赋权给公认的领导者，

并审慎避免根据自己的文化偏好来任命领导者。  

根据保罗在圣经中的模式以及他给提摩太的培训（提摩太二书2：2），多结果子的工人期望他们培训

的领导者也培训其他人——这让㇐些先天型的领袖更容易去激励其他人的领导恩赐。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

何？ * 

领导 1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建立当地教会时很早就认可兴起的领导者。 
当一个新的信仰群体形成时，多结果子的工人认可自然而然兴起的领导者。 他们支

持那些在当地社会被认可的人，而非根据自己文化对领导力的理解来选择领导者。  

 

领导2 多结果子的工人指导领导者，而领导者又指导他人。 
导师能将技能、品格和智能传递给成长中的领导者。 多结果子的工人也带领受到指

导的领导者去指导其他人，如提摩太后书 2：2 所描述的那样。  

 

领导3 多结果子的工人鼓励基于敬虔品格的领导力。 
多结果子、不断扩展的信仰群体从那些展现《提摩太前书 3 章 》和《提多书 1 章 》

描述的敬虔品格的人中选出自己的领袖。 多结果子的工人通过寻找具有敬虔品格的

新兴领导人来支持和激励信仰群体。  

 

领导4 多结果子的工人有心培养领导力。 
领导力应该是有心栽培的，但往往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发生。 多结果子的工人培养领

导力的方式是个性化和自然而然的，而不是课堂内的教学。  

 

领导5 多结果子的工人以《圣经》作为培养领导力的主要根据。  
多结果子的工人不倚靠外来资源来培养领导者，因为这些资源通常不适用于当地处

境，因而不容易传承，更没有圣经的权柄。 相反，多结果子的工人使用经文作为培

养领导力的主要根据。 这需要对当地文化有全面的了解。  

 

领导6 多结果子的工人在当地培养领导者。 
多结果子的工人宁可在当地培养领导者。 如果没有办法培训住在成长中教会附近的

领袖，那么在当地文化和社会规范内培训教会领袖会更有果效。 当领导者被派到远

离当地处境的地方接受培训时，他们可能就很难会回到故乡。 他们受培训的地点离

他们社群越远，他们返回故乡并重新适应的可能性就越小。  

 

*请写下 1-5 的评分： 
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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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察自己与领导者的关系 
 

 哪些圣经经文教导信徒群体中的领导力？ 领导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和特质？ （可以从列

王记上、下，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这些经文开始。  ） 

 
 在我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我所服事的群体中，对于领导力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有何不同？ 考虑到

这些差异，我需要在哪些方面改变对领导力的看法？  

 我曾与哪些领导者同工，而这些领导者也在培训其他人领导？  

 目前我所使用的领袖培训方法，哪些是有果效的、且可以复制其经验？ 哪些可加以改进变得

更有果效？ 哪些方法我该停止使用？  我该如何支持来自当地处境的资源？  

 考虑以上的观念，神要我鼓励、培训和支持哪些领导者？ 我要采取哪些步骤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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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类别： 与神的关系 

这个单元是关于工人与神的关系。 多结果子的工人致力于与上帝保持亲密关系，作为生命和感动的源

泉。 在他们做的所有服事中这是最重要的。 耶稣清楚表明，只有我们常在主里（保持亲密的链接），

我们才能多结果子。 祂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若我们持续地常在祂里面，我们将结出许多果子，

而这些果子将永存（约翰福音 15：7）。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何

？ * 

神 1 多结果子的工人与神亲密同行。  
多结果子的工人把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放在首位，并操练更加积极地回应神。 他

们向神倾诉，也聆听神说话，尤其是在忙碌或紧张的时候。 他们与神的关系不

是基于宗教行为，而是基于每日与神真诚的交通。  

 

神 2 多结果子的工人定时、经常地祷告。 

多结果子的工人说，无论是在聚会中或独自祈祷，祷告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 他们摆上许多时间和注意力在祷告。  

 

神 3 多结果子的工人坚忍度过困境和苦难。  
多结果子的工人忍受苦难和困境，留守在当地社群里。  

 

*请写下 1-5 的评分： 
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省察自己与神的关系 
 

 神在祂的话语中描述祂渴望和我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如何活出神话语所阐明的价值观？ 我如何活出以上关于与神的关系的叙述？ 
 

 我在哪些方面忽视自己与神的关系？ 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我会用什么借口来推托？ ） 
 

 我的祷告生活要如何成长？ 怎么做可以帮助我在这方面成长？ 

 如果我改善我与神的关系，那将對我的事工造成什麼改變？  

 我在坚忍持守上表现得如何？ 怎么做能帮助我坚忍持守我的事工？  

 如果我与我所服事的群体在困境中㇐同坚守忍耐，那传达给他们什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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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类别： 沟通方法 

工人们不仅希望福音能触及穆斯林的耳朵和眼睛，更能触碰他们的心。 这个类别侧重于有果效地传达

福音消息。  

有果效的沟通需要传递出正确无误的信息，但对方也需要正确理解信息。 有果效的沟通可以有许多不

同的形式，尽可能地使越多人能听到福音越好。 也可以是一对一的分享，而分享的方式使福音能扩散、

影响家庭和人际关系网。 有果效的工人使用当地人可以复制的传播工具，以便当地信徒和增长中的信

仰群体在能在他们的外展事工使用这些工具。  

有果效地传递福音甚至可能包括以吸引穆斯林听众或他们较能接受的风格形式来阐明圣经。 如此一来，

多结果子的工人展现他们熟知圣经，也精通当地文化。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

何？ * 

沟通1 多结果子的工人使用切合当地文化的《圣经》经文来传讲神的信息。  
圣经是传讲神的信息的核心，而有果效地应用经文需要对当地文化相当了解。 多

结果子的工人帮助慕道友找到圣经中最关乎他们切身需要的经文。 重要的是要熟

知圣经，才能将圣经的真理与生命的问题连结起来，这也需要倚靠上帝的智慧。  

 

沟通 2 多结果子的工人使用当地人的母语（心灵语言）来传讲福音，除非情况不合适。  
在大多数情况下，母语无庸置疑是有效传递福音的最佳方式。 然而，在使用多种

语言为通用语的地区，多结果子的工人寻求了解当地语言的使用情况，并使用最

有果效的语言进行沟通。  

 

沟通 3 多结果子的工人用各样方法分享福音。  
没有一种传讲福音方法能满足所有需要，或是永远最有果效的。 最好的方法取决

于听众和当时处境。 多结果子的工人学习使用各样不同的方法，在不同情况下酌

情应用。  

 

沟通 4 多结果子的工人使用可在当地复制的工具或方法分享福音。  
为要使信仰群体易于成长，他们必须能够取得所有需要的工具。 因此，多结果子

的工人分享福音的方法，是只需要当地社区可随时取得的工具和资源。  

 

沟通 5 多结果子的工人遍地撒种。  
我们无法预知在哪里会结出最多的果子。 多结果子的工人尽可能地向多人传福

音，同时也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分辨何时该深入建立关系。 他们在广传福音和深入

与人建立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沟通6 多结果子的工人使用查经作为分享福音的方式。  
查考神的话语能帮助慕道友自己发现神的真理。 有时，多结果子的工人可能只是

与慕道友一起研读圣经、讨论经文。 有时候工人也会分享圣经故事，并提出问

题，以帮助慕道友明白如何应用圣经故事到他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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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如

何？ * 

沟通  7 多结果子的工人以适合受众的学习方式分享福音。  

有些文化使用大量的文字媒体（书籍、网站）。 有的文化则使用口述沟通（讲故

事，唱歌）。 好的沟通者了解他们的受众倾向的学习方式，并且以此方式规划他

们的沟通策略。  

 

沟通 8 多结果子的工人知道伊斯兰的术语和思维方式，并利用这些术语和方式作为桥梁

来分享福音真理。  
许多工人发现，使用来自穆斯林文化的共通用语、术语和思维方式是有果效的。 

这有助于工人阐明圣经真理与传统穆斯林思想的相似性，以及两者的差异或完全

相反之处。 多结果子的工人可能会提到《古兰经》中的部分经文，但他们不会把

重点放在这些经文上。  

 

*请写下 1-5 的评分： 
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省察自己的沟通方法 
 

 神使用哪些沟通方法触碰到我的心？  

 我想要得着的群体倾向用什么方式传讲属灵真理？ 这和我自己的文化有何不同？  

 我能如何把当地的沟通方式转化成见证福音的工具？  

 我该如何更用心倾听当地朋友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命故事内容以及他们讲述故事的方式？  

 讲故事是一种有果效的沟通方式。 有哪些故事，包括我个人的信仰旅程，是神要我用我所服

事的穆斯林的语言熟练分享的？ 

 我用哪些不同的方法分享福音？ 这些方法有什么相似之处？ 

 我如何广传福音？ 我是否只与进行㇐对㇐的传讲，或者也对㇐群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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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类： 多结果子的团队 
定义团队的方法有很多种。 其中一个容易理解的定义是：一小群人委身于一个共同的宗旨，目标和方

法，而他们也因此彼此问责。 此类别把这个定义延伸为九项实践，每个实践都具体描述在穆斯林当中

服事且多结果子的植堂团队。 通过团队合作，而非单打独斗，这本来就是一种有果效的实践，且是符

合圣经真理的。 团队显明基督的肢体。 但在团队内有哪些实践被验证是能结出果子的？ 

上述定义指出多结果子的团队的关键特点： 有共同的宗旨、目标和方法。 这种共同的团队「异象」

是团队存在的原因。 明确的异象有助于团队向前迈进，定睛于核心事务，彼此提携，并靠着神的恩典

达成他们的目标。 当他们事工有所进展，多结果子的团队花时间来评估并适当地调整他们的策略，以

结出更多果子。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

如何？ * 

团队 1 多结果子的团队以共同的异象团结在一起。  

多结果子的团队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策略。 与其相反的团队则有许多成员追

求不同的目标，关注不同的群体或寻求不同的结果。 

 

团队2 多结果子的团队以爱彼此建造。 

多结果子的团队成员建立彼此支持的关系。 他们学会肯定和尊重彼此的恩赐和努

力，诚实地解决冲突，并承担彼此的重担。 

 

团队3 多结果子的团队领导者富有果效。  
在健康的团队中，有果效的领导者善于运用成员的不同恩赐，使他们能够共同实

现团队的目标。 

 

团队4 多结果子的团队鼓励成员使用他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事。  

多结果子的团队肯定成员们的不同恩赐，并鼓励他们成长。 当团队成员能够以恩

赐配合团队的异象，各司其职，而非花时间在其他事工项目上，他们就能结出更

多果子。 

 

团队5 多结果子的团队根据谨慎的评估和新信息来调整他们的方法。  

当团队留心评估其进展，他们就会结出果子。 必要时他们会改变方法和策略。 他

们根据当地专家的经验和其他国度工人的经验来调整他们的方法。 

 

团队6 多结果子的团队至少有㇐位成员非常精通当地人的母语（心灵语言）。  
多结果子的团队把学习当地社群的母语视为优先。 他们确保所有成员都努力加强

当地语言，并看重精通当地语言和文化的成员。 

 

团队7 多结果子的团队㇐同禁食与祷告。 

多结果子的团队看重㇐同祷告和禁食以寻求神的心意，并视其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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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

如何？ * 

团队8 多结果子的团队期望每个团队成员都参与分享福音。  
多结果子的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把自己视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向他们试图得着的

人传递祂的真理和爱。 成员们有不同的个性、恩赐和日常工作——无论他们是幼

儿的母亲到商人。 藉着他们的品格与见证，他们都可利用与社群的互动作为分享

耶稣基督的机会。 与其相反的的团队则只期望他们当中少数的成员分享福音。  

 

团队9 多结果子的团队看重团队中的姊妹，视她们为重要的事工伙伴，并帮助她们积极

参与服事。  

多结果子的团队明白，在穆斯林社群中需要姐妹向当地妇女传讲福音信息。 团队

帮助姊妹投注精力和时间来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并善用她们的恩赐。 与其相反的团

队则只把弟兄视为团队的主要工人。 

 

 

*请写下 1-5 的评分： 
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省察自己的团队 
 

 基督的肢体作为一个团队来运作，神的话语中有什么相关的教导？ 在《圣经》中提到了几个

有特定任务的团队 （例如，出埃及记里的探子，撒母耳记上中约拿单和帮他拿兵器的人，保

罗和巴拿巴以及使徒行传中几个不同的团队）。 他们有哪些特质和品格是我们的团队可以效

法的？ 

 我们团队显现上列叙述中的哪些价值观？ 哪些地方是我们团队需要加强的？  

 神赐给我和我的同工什么异象？ 我们有多大程度上都同意这个异象？  

 我们如何运用我们不同的恩赐和才能？ 怎么做能帮助我们更多彼此鼓励、一同成长，在事工

更有果效？ 

 
 是什么拦阻我们学习相互尊重和事工上的果效？ 仇敌用什么方法破坏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以

及我们彼此相爱？ 

 

 给领导的问题：我在肯定团队成员这方面，如何能做得更好？ 如何帮助他们更有果效的服事？  

 作为㇐个团队，我们如何操练禁食与祷告？ 我们如何㇐起在这些重要的属灵操练上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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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结果子的实践类别： 多结果子的教会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分享福音或见到少数人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信徒的共同体，他们跟

随耶稣并自然而然地倍增。 这些新兴教会最终将改变自己的社会，并向其他国家差派福音使者。  

当地教会彰显神的真理、权能、属性和旨意，并能转化生命。 最多结果子的植堂是在地的，对自身文

化有强烈认同。 这种教会能够长存，且他们的见证能够吸引更广大的穆斯林群体。 这或许像是基本

常识，但在工场上并非总是这样实行。 跨文化工人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服事的微小细节都会影响到当

地新兴团契的发展，如果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外来的且无法在当地复制。  

新兴的信徒共同体需要清楚地向周遭的穆斯林社群宣扬，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大有能力地转化个人和

社会。 这对穆斯林是大好消息，他们㇐生都渴望取悦上帝，但常常觉得他们达不到神的标准。  

这个新的信仰共同体是我们事工渴望的结果。 如果这个信仰共同体建立得非常坚固，在最初的植堂者

离开许久之后，教会仍能保存，且将继续自发地倍增，并祝福其社群、影响其文化。 而神会呼召使徒

和植堂者从他们当中走出去，去到那未得之民当中。  

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

如何？ * 

教会 1 多结果子的教会使用圣经为生命、成长和使命的主要依据。  

在一个把许多经书视为神圣的文化中，多结果子的教会以圣经为核心，帮助他们认识

神，并且明白作为耶稣跟随者如何活出他们的生命。  

 

教会2 多结果子的教会以本色化的表达形式进行敬拜。 
多结果子的教会使用本色化的音乐和其他反映其文化传统的表达形式的方式进行敬

拜，包括他们的祷告方式、坐席方式以及领圣餐时使用的食材种类。  

 

教会3 多结果子的教会施行洗礼。 
世界各地的基督肢体都以各种方式实践洗礼。 无论是浸水礼或洒水礼，在信仰旅程的

起始、或信仰旅程的里程碑，洗礼是多结果子的教会常常实行的。  

 

教会4 多结果子的教会重视彼此建立关系网。 

多结果子的教会明白他们是普世基督肢体的㇐部分，他们重视与其他当地教会建立信

任和彼此支持。 多结果子的教会想办法㇐起团契、㇐起培训领袖或彼此代祷等等。  

 

教会5 多结果子的教会如同家人般彼此委身，实践圣经中「彼此相爱」的命令。  
耶稣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挑战教会跨越家庭的局限，把

其他耶稣的跟随者视为基督里的弟兄姊妹。 多结果子的教会实践耶稣的命令，在他们

的共同体中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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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

如何？ * 

教会6 多结果子的教会转化传统的节庆和仪式。 
生命礼仪（如婚丧喜庆、关乎出生和死亡的传统，以及纪念关于文化历史事件的节

日）在所有社会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多结果子的教会不是摒弃所有的传统或断绝与

一切传统节庆的关联，而是寻求方法来转化这些仪式节庆，作为他们表达对耶稣的信

仰的方式。  

 

教会7 多结果子的教会共享餐食并且热情好客。  
在所有文化中，分享食物和款待客旅都是备受推崇的习俗。 耶稣阐明，这不仅是赢得

敬重的方式，也是彼此相爱和爱邻舍的方式。 多结果子的教会寻求祝福他人，并透过

他们的团契和慷慨好客来见证耶稣的爱。  

 

 

教会8 多结果子的教会以适合当地文化的方式分享圣餐。 
多结果子的教会使用最合乎当地文化背景的食材和方式来分享圣餐。 在西方，面包和

葡萄酒是常用的。 但在许多文化中，面包难以取得，而葡萄酒是被禁止的。 同样地，

领圣餐的方式也有许多种，可以是在用餐时或是另外举行的聚会中进行。  

 

教会9 多结果子的教会想要成为所属社群的祝福。  
传扬福音真理和建立信任的方法之一是想办法祝福所属的社群。 多结果子的教会考量

其社群的需要，并寻求祝福那些在教会之外的人，无论是通过打井、提供托儿服务、

开设医疗诊所，或通过其他的方式。  

 

教会10 多结果子的教会让妇女参与适合当地文化形式的事工。  
主呼召弟兄也呼召姊妹参与事工，多结果子的教会寻求以适合当地文化背景的方式让

妇女参与事工。 在某些地区，这可能仅限于款待客人。 而在有些国家，姊妹参与主礼

圣餐或带领妇女查经班则是合宜的。  

 

教会11 多结果子的教会让他们的孩子参与敬拜和事工。  
儿童不仅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现在。 多结果子的教会积极地让他们的孩子参与

服事，以身作则地教导他们，并且透过敬拜和服事使他们有机会成长为门徒。  

 

教会12  多结果子的教会装备成员以有果效和适合当地文化的方式分享他们的信仰。 
信徒们用许多不同方式分享他们的信仰。 在某些文化环境中有果效的方式在其他文化

环境中可能毫无果效。 多结果子的教会鼓励其成员分享他们的信仰，并装备他们使他

们能以适合当地处境的方式分享福音。  

 

教会13 多结果子的教会能够自治。  
多结果子的教会在教会的方向、领袖、首要事工和实践这些方面自己做决定。 作为一

个信仰群体，他们有责任建立和管理自己的教会。 一旦数名当地教会领袖预备好带领

教会，多结果子的工人就会退出直接领导，尽管他们可能会提供建议或支持。  

 

教会14 多结果子的教会设有当地的问责制度来管理财务。  

无论这些资金来自外国还是本地，多结果子的教会在财务上都直接负全责且有问责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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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实践以及叙述 我们表现得

如何？ * 

教会15 多结果子的教会通常是在家中或其他非正式场合聚会。  
多结果子的教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其增殖的能力。 作为一个信徒共同体，重要的是信

徒在一起聚会，而非信徒聚会的场所。 多结果子的教会通常鼓励信徒在非正式场合举

行聚会，而不是要求在特定建筑内进行敬拜或查经。  

 

*请写下 1-5 的评分： 
1 表示您的团队不实行此实践或做得不好。  
5 表示您的团队时常实践此项目且做得很好。  
 

 

省察自己和教会： 
 

 神的话语中有什么例子可阐明当地教会与其所处社会之间的关系？ 神希望教会能发挥什么样

的影响力？  

 上面的实践列表中呈现了哪些价值观？  

 在这里当地社群的新兴教会会是什么样貌？ （如果这里尚未有教会存在，在我的想象中当地

教会会是什么样貌？ ） 

 

 我们现在所做的，有哪些可能会帮助新教会产生這些特質？  

 

 我们现在所做的，有哪些可能会妨碍新教会产生这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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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 
请使用此列表帮助您了解本指南所使用此词汇。  

 

 多结果子：这个词的用法与耶稣在约翰福音 15：1-2中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的门徒的方式相同。 

耶稣说他就像是葡萄树，他的门徒就像枝子。 从葡萄树和枝子结出更多的果子是指门徒。 

因此，在本手册中，「多结果子」㇐词意味着培养出更多信仰成长的门徒，实践基督的教导，

使更多的新信徒成为门徒。   

 实践：实践是教会种植者或植堂团队经常重复的一种行动或行为。  
 

 多结果子的实践：植堂者的行动或行为，已被证明会产生更多的门徒。  
 

 门徒：一个已经在跟随耶稣，或正在成为耶稣跟随者的人。  
 

 门徒身分或门徒培训：鼓励和教导他人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过程。  
 

 植堂者： 耶稣的追随者，试图帮助别人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并建立团契，特别是在没有其他基

督徒的群体。 也就是宣教士。 
 

 禾场工人/工人：宣教士、植堂者，或是任何生活在没有门徒和团契的穆斯林群体当中，努力

建造门徒和建立信徒团契的信徒。  
 

 带领者： 使用本指南带领植堂团队的人。  
 

 有心： 有目的性地刻意做某事。 试图制造特定的结果。  
 

 新兴： 新的，成长中的，开始被认可。  
 

 复制：指的是当新信徒的团契建造了许多其他新信徒，新门徒会开始新的团契。  也就是当门

徒和团契倍增，他们建立新的门徒和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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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和资源 
 

如果您需要多结果子的实践的相关研究信息，或希望取得我们的丰富资源，请联系：info@fruitfulprac

tice.org。  

 

有关多结果子的实践的背景，和禾场处境的应用实例的相关信息，请参阅：  

From Seed to Fruit： Global Trends， Fruitful Practices， and Emerging Issues Among Muslims， （暂译：

从撒种到结实）  ed. by Dudley Woodberry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8）. 
 
Fruit to Harvest， （暂译： 从结实到丰收） 
ed. by Gene Daniels, Pam Arlund, Jim Haney (William Carey Press, 2019) 
 
 
 
 
 
 
 
 
 
 
 

多结果子的实践团队重视您对本手册的反馈。  
 
请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这手册如何帮助您的团队，或您想提出什么更改 请将您的响应

转发到： info@vision5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