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翼分享培育训练简介 

目的：促进健康教会的建造，协助安装门徒训练。 

虽然我们是小的教会，仍乐意贴近更小的教会。透过分享我们实行双翼养

育门徒训练，并协同、陪伴更小的教会，使更多更小的教会成为健康、强

而有力的教会，并使小的地方教会也可以作门徒训练，使双翼养育的门训

实行不再是遥不可及，使健康教会的建造不再只是心中的梦想而已。你可

以梦想成真，你可以是充满幸福、感动、开心的牧者。 

缘起：高雄锡安堂后站教会从韩国金圣坤牧师历经四年摸索学习双翼门训，恐惧

战兢、谨慎跟随，在神圣灵的大能和神的恩典中略尝门徒异象带给教会体

质的改变，虽谈不上增长快速，却正往健康的道路而去。这四年很多教会

参加密集研习，许多教会也试着而行，有的部分跟随，有的选择性跟随，

有的中途因窒碍难行而放弃，有的因撒但的从中阻挠，传道人被迫离开，

有的因人为因素而倒下，深觉若不是彼此互相扶持、携手而行，总不易到

达彼岸。故我们盼望能协助更小的教会得着教会建造复兴的路，借着分享

和陪伴，使比我们更小的教会容易感同身受，好有信心和技巧穿戴「双翼」

这套教会健康化的法宝，不再让人觉得那是韩国金牧师丰盛教会 4000 人

的「衣服」。我们正盼望将韩国模式可以本土化在华人的教会中。 

性质：1.这是一个弟兄运动、教会门徒训练运动、「全民皆祭司」的「平信徒」运

动，让每一位参与牧者和弟兄姊妹突破宗派的范畴、地方教会的界线和

宗教职称的差别，以「在神面前」的祭司献身神国度的往前。 

2.这是一个教会健康化的运动，不是只着重在自己地方教会的增长，乃是

联结众教会一同健康的前往，彼此相顾，先得着区域性整齐往前的恩膏，

再进而健康的普世宣教。 

特色：1. 不是密集训练。 

2. 不是节目导向的大型特会。 

3. 乃是同步实体现况情境培育。 

4. 身历其境完完整整走过门训的每一细节。 

5. 训练过程中，也在其本身所在的地方教会实施上一阶段的训练。 

6. 提供所有内部训练学生本讲义、教师本讲义的电子文件，可以容易在小

教会实行。 

7. 提供所有上课表格、广告、邀请卡等文案电子文件、海报电子文件，就

算是没有行政干事的教会牧者，也一样可以胜任学习。 

8. 每周开放 Q＆A，随时掌握所学。 

9. 不是人数增长、不是植堂业绩，乃是使现有教会健康成长，进而可以普

世宣教。 

10.透过教导，传递负担；像鸭子划水，不着痕迹。让圣灵作工，相信透过

圣灵的工作，掀起改变的浪潮。 

11.众教会牧者、弟兄姊妹一起互动，彼此鼓励、一起祷告，弟兄相爱同心

往前。 

12.协助安装引擎动力系统或链接引擎动力系统，使教会可以掌握属灵气



氛，轻省运转双翼。 

对象：1. 会友 100 人以下想突破的牧者。 

2. 请不起全职牧者或留不住牧师的长执领袖、或平信徒领袖。 

3. 职场团契的核心同工。 

4. 头痛于信徒们平时经常流动游走于众教会、乱跑特会却不委身的牧者。 

5. 困于宗教外壳、宗派藩篱，快失去热情与信念的牧者。 

6. 找不到道路、走到尽头、已经失望灰心，愿意再向神要一次机会的牧者。 

7. 虽然是大的教会，却觉得教会会友一盘散沙、分崩离析，期盼改变体质

的牧者。 

8. 圣灵借着各样人、事、物的微小声音提醒要报名的牧者。 

9. 孤单、无助；没有连结、支持的牧者。 

10.盼望找到钓鱼钓竿、捕鱼渔网的牧者。 

11.参加过双翼密集训练，却裹足不前，遇到瓶颈、不知所措的牧者；或试

过双翼，仍得不到果效，产生疑惑的牧者。 

12.虽然不符合下列条件，但仍盼望先接受装备，等有朝一日能运用此一系

统在牧会中。 

条件：1. 信心、期待、渴慕和盼望。 

2. 有恩膏、有领导力或肯学习的领袖 

3. 有一批愿意跟随、期盼改变的团队。 

4. 可以不被教会组织、薪水决定去留的牧者。决心无论是否被开除，也决

定此生作门徒训练的牧者。 

5. 牧者愿意委身在地方教会，不随意离开。 

报名方式： 

1. 鼓励牧者带领核心团队参与。 

2. 若教会没有全职牧者，长执领袖可带领核心团队参与。 

3. 最好一开始有五位以上的核心，对将来的门徒异象路线的进行阻力较

小。 

费用：完全免费，只需购买所需的讲义，若购买讲义有困难的牧者，可以透过交

通，申请补助。中国地区用电子版简体字讲义。 

培训方式： 

1. 可以来到现场的教会团队，在现场进行。 

2. 协助可以架设远距视屏教学的远距教学，在各视屏定点同步上课。 

3. 不易架设远距视屏无法同步上课的教会可从网络下载，在定时定点用录

像上课，并用 E-mail 及电话 Q＆A 掌握所学。 

4. 若已经过了开课日期，牧者可自行或召聚核心或组员，定时定点用光盘

上课，按部就班，跟着年度新的梯次同步进行。 

5. 至终选出 12个教会作门徒异象培育，使他们也可以帮助另外 12个教会，

直到他们也再带出 12 个教会。 

报名联络人： 陈宜秀姐妹  07-315-5571      传真 07-315-5573  

E-mail: kszionch@ms45.hinet.net （请尽量使用 E-mail 报名） 

mailto:kszionch@ms45.hinet.net


截止日期：2012 年 12 月 13 日（周四），若报名已截止，无法同步视讯或现场进

行，可在报名表选择「网络下载，定时定点每周同步自行学习」或其

他选项。但请留意，因为没有学程的督促，及学员彼此的关系，自行

学习有其限制，到目前为止，甚少成功的，故可注意下一梯次的开课，

作事先的询问或报名，亦可召聚众教会牧者或教会的同工一同影音上

课。本梯次若您的教会在「敞开小组密集训练」前跟上还来得及。 

开课时间：2012 年 12 月 17 日 （周一）中午 12:30～3:30，（详细时间表，请看

附件课程表）。若报名「网络下载自行学习」者，可自行跟上一年三

梯的行事历运作，但若能进一步彼此联结，携手往前，相信对系统的

安装会有帮助。 

每周上课一次，系统安装为期约两年。 

开课地点：高雄锡安堂后站教会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二路 366 号 6 楼 

 

 

 

 

 

 

 

 

 

 

 

 

 

 

 

 

 

 

 

 

 

 

 

 

 

 



双翼系统的运作条件 

在使用此系统时请牧者先思考以下问题： 

一、毕生：是否能一辈子埋在这个教会？ 

此系统是建立一个宣教的教会，讲求带领门徒，跟随的精神，如果牧者随意

换教会，则无法建立榜样及跟随。当我们要求门徒要一生委身在地方教会中

或接受差派宣教时，如果我们自己却是雇工心态，随意转换教会，就无法带

出真正委身的门徒。 

二、主导：是否可以主导教会？ 
1. 许多教会在运作双翼时，受到董事会、长执或相关领导的阻扰，当无法主

导，就无法运作。 

2. 你决定运作双翼，教会是否会因不同意此路线而开除你，或者教会其他领

袖们要作另一套系统，无法与你同心。 

3. 谁决定你的薪水，你是否会因薪资的给予与否造成生活的压力而被迫离

开。 

三、素质：是否具有榜样和领导力？ 
1. 不是教会表面人数的问题，而是真实榜样、牧养、管理的水平。 

2. 在双翼的运作系统中，最重要的是牧者自己门徒生活的榜样，成为基本领

导力的要求——读经，传福音，聚会，祷告，敬虔上作信徒的榜样。 

3. 复杂、全面的牧养、行政管理系统都需要有管理的能力，当然其中的分工

及同心合意都考验你的领导力。然而另一方面双翼系统的运作也有助于领

导力的提升，因为双翼着重系统和聚焦。 

4. 有一批愿意跟随、期盼改变的团队。 

四、呼召：是否是主要带领你走的路？ 
1. 是否相信走这双翼的道路是主呼召你走的，在奔跑的路上常会遇到许多瓶

颈、关卡，若清楚呼召，就能确信，祂必能带领你越过。 

2. 双翼核心价值：①门徒的异象②福音的绝对能力③健康教会的建造，此一

从神来的呼召，是否深触你心。 

五、决心：是否决心要走？ 
1. 坊间门训的系统五花八门，是否你觉得你没有别的路了，需要决心走这条

路。 

2. 金牧师要求初期三年需要放下原先教会所有节目， 专心跑熟此系统。想

要新、旧皮袋兼顾难以掌握此课程的精髓。你一次不能同时追两只兔子，

长痛不如短痛，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赞同你的改变。改变要付出代价，是

否愿意突破万难决心要改变？只有照着做、从做中学，才能学到精髓。 

六、恩膏：教会是否具备足够的动力系统？ 
1. “奔驰汽车要有奔驰的引擎”。 

2. 课程并不能改变人，惟有神的话语/祷告的能力/十架的道路/活泼的灵命-

内在与主相交的生命/圣灵的工作，才能成为推动教会往前的动力引擎。 

3. 牧者自己是否有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从神而来的膏抹，足以让圣灵的

工作藉由我们影响核心及会众。 

 



双翼门训系统预备课程表 

一、概论： 属灵书籍阅读 

(一) 

沿 革 与

简介 

12/17 

1.学员彼此介绍 

2.介绍预备课程内容： 

①自我介绍 

②历史沿革 

③如何走进双翼 

④双翼分享培育训练简介 

双翼展翅上腾的健康教会书籍预

备 

(二) 

改 变 与

选择 

01/07 

 

1.双翼带来的改变 

2.双翼的复制可能吗？ 

3.为何需要双翼？ 

4.双翼的痛与双翼的幸福 

双翼展翅上腾的健康教会一～二

章 

(三) 

决 心 与

预备 

01/14 

1.双翼的优点 

2.新酒装在新皮带 

3.想要建造什么样的教会？是健康呢？还是增长？ 

4.双翼的预备 

5.双翼持续不疲乏的原因 

6.何谓成功双翼化运作的教会 

双翼展翅上腾的健康教会三～四

章 

(四) 

核 心 与

精髓 

01/21 

 

1.双翼核心的价值 

2.双翼的核仁 

3.双翼的平衡 

4.健康教会的八大目标 

双翼展翅上腾的健康教会五～六

章 

(五) 

系 统 与

教材 

01/31 

1.双翼图表解说 

2.双翼养育门徒训练系统的教材鸟瞰： 

①各阶段及各班的目录介绍 

②各班的进行方法及课表介绍 

③各班最重要的两课内容 

④管教课 

⑤医病实习 

⑥入学规则 

⑦养育、门训各班志约签署 

⑧各班在神面前 

⑨各班心得报告 

⑩C3 读经要点 

双翼展翅上腾的健康教会七～八

章 

(六) 

动 力 与

安装 

02/21 

1.双翼健康教会的动力系统 

2.双翼运作的行政、文书、影音、行事历和表格 

3.双翼养育门徒训练的教会门徒化安装步骤 

4.双翼门徒化安装过程的支持及属灵遮盖 

5.双翼进行中的现实和陷阱 

6.我们站在双翼的肩膀上所负更大的使命 

双翼展翅上腾的健康教会九～十

章 

(七) 

异 象 与

使命 

03/04 

 

陈锦时 
双翼展翅上腾的健康教会十一～

十二章 



双翼门训系统预备课程表 

二、敞开小组密集训练 

(一) 

01/28 
福音的能力 

福音与异象 

敞开小组的异象 

第一、二课 

(二) 

02/04 
敞开小组是小组的布道运动 

敞开小组的异象 

第三课 

(三) 

02/18 

敞开小组是祷告的布道运动 

敞开小组是关系导向的布道运动 

敞开小组是分殖倍增的布道运动 

敞开小组的异象 

第四、五、六课 

(四) 

02/25 
敞开小组的进行方法 

敞开小组的实际操作 

敞开小组的异象 

第七课 

敞开小组实行(Ⅰ) 

第一课 

03/04 

(一) 
概论结语 

山东牧者分享双翼门

徒化安装心得 

※领袖退修会 3/2/(六)早上 8:00～下午 6:00 

※全人医治遇见神特会 3/9(六)早上 8:00～下午 6:00 

※3/11(一)下午 12:30~16:00 养育班开课 

※3/24(日)慕道班下午 13:15~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