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教會雙翼分享培育訓練簡介 
目的：促進健康教會的建造，協助安裝門徒訓練。 

雖然我們是小的教會，仍樂意貼近更小的教會。透過分享我們實行雙翼養

育門徒訓練，並協同、陪伴更小的教會，使更多更小的教會成為健康、強

而有力的教會，並使小的地方教會也可以作門徒訓練，使雙翼養育的門訓

實行不再是遙不可及，使健康教會的建造不再只是心中的夢想而已。你可

以夢想成真，你可以是充滿幸福、感動、開心的牧者。 
緣起：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從韓國金聖坤牧師歷經四年摸索學習雙翼門訓，恐懼

戰兢、謹慎跟隨，在神聖靈的大能和神的恩典中略嚐門徒異象帶給教會體

質的改變，雖談不上增長快速，卻正往健康的道路而去。這四年很多教會

參加密集研習，許多教會也試著而行，有的部分跟隨，有的選擇性跟隨，

有的中途因窒礙難行而放棄，有的因撒但的從中阻撓，傳道人被迫離開，

有的因人為因素而倒下，深覺若不是彼此互相扶持、攜手而行，總不易到

達彼岸。故我們盼望能協助更小的教會得著教會建造復興的路，藉著分享

和陪伴，使比我們更小的教會容易感同身受，好有信心和技巧穿戴「雙翼」

這套教會健康化的法寶，不再讓人覺得那是韓國金牧師豐盛教會 4000 人

的「衣服」。我們正盼望將韓國模式可以本土化在華人的教會中。 
性質：1.這是一個弟兄運動、教會門徒訓練運動、「全民皆祭司」的「平信徒」運

動，讓每一位參與牧者和弟兄姊妹突破宗派的範疇、地方教會的界線和

宗教職稱的差別，以「在神面前」的祭司獻身神國度的往前。 
2.這是一個教會健康化的運動，不是只著重在自己地方教會的增長，乃是

聯結眾教會一同健康的前往，彼此相顧，先得著區域性整齊往前的恩

膏，再進而健康的普世宣教。 
特色：1. 不是密集訓練。 

2. 不是節目導向的大型特會。 
3. 乃是同步實體現況情境培育。 
4. 身歷其境完完整整走過門訓的每一細節。 
5. 訓練過程中，也在其本身所在的地方教會實施上一階段的訓練。 
6. 提供所有內部訓練學生本講義、教師本講義的電子檔，可以容易在小教

會實行。 
7. 提供所有上課表格、廣告、邀請卡等文案電子檔、海報電子檔，就算是

沒有行政幹事的教會牧者，也一樣可以勝任學習。 
8. 每週開放 Q＆A，隨時掌握所學。 
9. 不是人數增長、不是植堂業績，乃是使現有教會健康成長，進而可以普

世宣教。 
10.透過教導，傳遞負擔；像鴨子划水，不著痕跡。讓聖靈作工，相信透過

聖靈的工作，掀起改變的浪潮。 
11.眾教會牧者、弟兄姊妹一起互動，彼此鼓勵、一起禱告，弟兄相愛同心

往前。 
12.協助安裝引擎動力系統或連結引擎動力系統，使教會可以掌握屬靈氣



氛，輕省運轉雙翼。 
對象：1. 會友 100 人以下想突破的牧者。 

2. 請不起全職牧者或留不住牧師的長執領袖、或平信徒領袖。 
3. 職場團契的核心同工。 
4. 頭痛於信徒們平時經常流動遊走於眾教會、亂跑特會卻不委身的牧者。 
5. 困於宗教外殼、宗派藩籬，快失去熱情與信念的牧者。 
6. 找不到道路、走到盡頭、已經失望灰心，願意再向神要一次機會的牧者。 
7. 雖然是大的教會，卻覺得教會會友一盤散沙、分崩離析，期盼改變體質

的牧者。 
8. 聖靈藉著各樣人、事、物的微小聲音提醒要報名的牧者。 
9. 孤單、無助；沒有連結、支持的牧者。 
10.盼望找到釣魚釣竿、捕魚漁網的牧者。 
11.參加過雙翼密集訓練，卻裹足不前，遇到瓶頸、不知所措的牧者；或試

過雙翼，仍得不到果效，產生疑惑的牧者。 
12.雖然不符合下列條件，但仍盼望先接受裝備，等有朝一日能運用此一系

統在牧會中。 
條件：1. 信心、期待、渴慕和盼望。 

2. 有恩膏、有領導力或肯學習的領袖 
3. 有一批願意跟隨、期盼改變的團隊。 
4. 可以不被教會組織、薪水決定去留的牧者。決心無論是否被開除，也決

定此生作門徒訓練的牧者。 
5. 牧者願意委身在地方教會，不隨意離開。 

參與方法： 
1. 鼓勵牧者帶領核心團隊參與。 
2. 若教會沒有全職牧者，長執領袖可帶領核心團隊參與。 
3. 最好一開始有五位以上的核心，對將來的門徒異象路線的進行阻力較

小。 
費用：完全免費，只需購買所需的講義，若購買講義有困難的牧者，可以透過交

通，申請補助。中國地區用電子版簡體字講義。 
培訓方式： 

1. 可以來到現場的教會團隊，在現場進行。 
2. 協助可以架設遠距視屏教學的遠距教學，在各視屏定點同步上課。 
3. 不易架設遠距視屏無法同步上課的教會可從網路下載，在定時定點用錄

影上課，並用 E-mail 及電話 Q＆A 掌握所學。 
4. 若已經過了開課日期，牧者可自行或召聚核心或組員，定時定點用光碟

上課，按部就班，跟著年度新的梯次同步進行。 
5. 至終選出 12 個教會作門徒異象培育，使他們也可以幫助另外 12 個教

會，直到他們也再帶出 12 個教會。 

報名聯絡人： 陳宜秀姐妹  07-315-5571      傳真 07-315-5573  
報名方法：點選「報名處」，線上填寫報名表。 



截止日期：2012 年 12 月 13 日（週四），若報名已截止，無法同步視訊或現場進

行，可在報名表選擇「網路下載，定時定點每週同步自行學習」或其

他選項。但請留意，因為沒有學程的督促，及學員彼此的關係，自行

學習有其限制，到目前為止，甚少成功的，故可注意下一梯次的開課，

作事先的詢問或報名，亦可召聚眾教會牧者或教會的同工一同影音上

課。本梯次若您的教會在「敞開小組密集訓練」前跟上還來得及。 

開課時間：2012 年 12 月 17 日 （週一）中午 12:30～3:30，（詳細時間表，請看

附件課程表）。若報名「網路下載自行學習」者，可自行跟上一年三

梯的行事曆運作，但若能進一步彼此聯結，攜手往前，相信對系統的

安裝會有幫助。 
每週上課一次，系統安裝為期約兩年。 

開課地點：高雄錫安堂後站教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366 號 6 樓 
 
 
 
 
 
 
 
 
 
 
 
 
 
 
 
 
 
 
 
 
 
 
 
 
 
 



雙翼系統的運作條件 

在使用此系統時請牧者先思考以下問題： 

一、畢生：是否能一輩子埋在這個教會？ 

此系統是建立一個宣教的教會，講求帶領門徒，跟隨的精神，如果牧者隨意

換教會，則無法建立榜樣及跟隨。當我們要求門徒要一生委身在地方教會中

或接受差派宣教時，如果我們自己卻是僱工心態，隨意轉換教會，就無法帶

出真正委身的門徒。 

二、主導：是否可以主導教會？ 
1. 許多教會在運作雙翼時，受到董事會、長執或相關領導的阻擾，當無法主

導，就無法運作。 

2. 你決定運作雙翼，教會是否會因不同意此路線而開除你，或者教會其他領

袖們要作另一套系統，無法與你同心。 

3. 誰決定你的薪水，你是否會因薪資的給予與否造成生活的壓力而被迫離

開。 

三、素質：是否具有榜樣和領導力？ 
1. 不是教會表面人數的問題，而是真實榜樣、牧養、管理的水準。 

2. 在雙翼的運作系統中，最重要的是牧者自己門徒生活的榜樣，成為基本領

導力的要求——讀經，傳福音，聚會，禱告，敬虔上作信徒的榜樣。 

3. 複雜、全面的牧養、行政管理系統都需要有管理的能力，當然其中的分工

及同心合意都考驗你的領導力。然而另一方面雙翼系統的運作也有助於領

導力的提升，因爲雙翼著重系統和聚焦。 

4. 有一批願意跟隨、期盼改變的團隊。 

四、呼召：是否是主要帶領你走的路？ 
1. 是否相信走這雙翼的道路是主呼召你走的，在奔跑的路上常會遇到許多瓶

頸、關卡，若清楚呼召，就能確信，祂必能帶領你越過。 

2. 雙翼核心價值：①門徒的異象②福音的絕對能力③健康教會的建造，此一

從神來的呼召，是否深觸你心。 

五、決心：是否決心要走？ 
1. 坊間門訓的系統五花八門，是否你覺得你沒有別的路了，需要决心走這條

路。 

2. 金牧師要求初期三年需要放下原先教會所有節目， 專心跑熟此系統。想

要新、舊皮袋兼顧難以掌握此課程的精髓。你一次不能同時追兩隻兔子，

長痛不如短痛，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贊同你的改變。改變要付出代價，是

否願意突破萬難決心要改變？只有照著做、從做中學，才能學到精髓。 

六、恩膏：教會是否具備足够的動力系統？ 
1. “賓士汽車要有賓士的引擎”。 

2. 課程並不能改變人，惟有神的話語/禱告的能力/十架的道路/活潑的靈命-

內在與主相交的生命/聖靈的工作，才能成為推動教會往前的動力引擎。 

3. 牧者自己是否有和神建立親密的關係，有從神而來的膏抹，足以讓聖靈的

工作藉由我們影響核心及會衆。 

 



雙翼門訓系統預備課程表 

一、概論： 屬靈書籍閱讀 

(一) 

沿 革 與

簡介 

12/17 

1.學員彼此介紹 

2.介紹預備課程內容： 

①自我介紹 

②歷史沿革 

③如何走進雙翼 

④雙翼分享培育訓練簡介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書籍預

備 

(二) 

改 變 與

選擇 

01/07 

 

1.雙翼帶來的改變 

2.雙翼的複製可能嗎？ 

3.為何需要雙翼？ 

4.雙翼的痛與雙翼的幸福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一～二

章 

(三) 

決 心 與

預備 

01/14 

1.雙翼的優點 

2.新酒裝在新皮帶 

3.想要建造什麼樣的教會？是健康呢？還是增長？ 

4.雙翼的預備 

5.雙翼持續不疲乏的原因 

6.何謂成功雙翼化運作的教會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三～四

章 

(四) 

核 心 與

精髓 

01/21 

 

1.雙翼核心的價值 

2.雙翼的核仁 

3.雙翼的平衡 

4.健康教會的八大目標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五～六

章 

(五) 

系 統 與

教材 

01/31 

1.雙翼圖表解說 

2.雙翼養育門徒訓練系統的教材鳥瞰： 

①各階段及各班的目錄介紹 

②各班的進行方法及課表介紹 

③各班最重要的兩課內容 

④管教課 

⑤醫病實習 

⑥入學規則 

⑦養育、門訓各班志約簽署 

⑧各班在神面前 

⑨各班心得報告 

⑩C3 讀經要點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七～八

章 

(六) 

動 力 與

安裝 

02/21 

1.雙翼健康教會的動力系統 

2.雙翼運作的行政、文書、影音、行事曆和表格 

3.雙翼養育門徒訓練的教會門徒化安裝步驟 

4.雙翼門徒化安裝過程的支援及屬靈遮蓋 

5.雙翼進行中的現實和陷阱 

6.我們站在雙翼的肩膀上所負更大的使命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九～十

章 

(七) 

異 象 與

使命 

03/04 

 

陳錦時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十一～

十二章 



雙翼門訓系統預備課程表 

二、敞開小組密集訓練 

(一) 

01/28 

福音的能力 

福音與異象 

敞開小組的異象 

第一、二課 

(二) 

02/04 
敞開小組是小組的佈道運動 

敞開小組的異象 

第三課 

(三) 

02/18 

敞開小組是禱告的佈道運動 

敞開小組是關係導向的佈道運動 

敞開小組是分殖倍增的佈道運動 

敞開小組的異象 

第四、五、六課 

(四) 

02/25 

敞開小組的進行方法 

敞開小組的實際操作 

敞開小組的異象 

第七課 

敞開小組實行(Ⅰ) 

第一課 

03/04 

(一) 
概論結語 

山東牧者分享雙翼門

徒化安裝心得 

※領袖退修會 3/2/(六)早上 8:00～下午 6:00 

※全人醫治遇見神特會 3/9(六)早上 8:00～下午 6:00 

※3/11(一)下午 12:30~16:00 養育班開課 

※3/24(日)慕道班下午 13:15~18:00 

 
 
 
 
 
 
 
 
 
 
 
 
 
 



立約簽署 

本人願意保守資料密碼不外傳，若有其他牧者需要，願意請其直接和

貴教會聯絡。(本約定不是為著我們教會的版權，乃為著確保眾教會在

做中學，免得資料氾濫，並為著本教會可以連結渴慕真實運作雙翼的

教會)。 

  簽署人：              


	雙翼系統的運作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