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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Coach	  &	  Committee	  Training	  2016	  

門徒網絡事工 (Disciple	  Network	  Associates	  Ministry)  
 

1. 異象 /	  Vision﹕  

我們深信神呼召每個信徒在一個真誠無偽的群體中成長，活出使命人生。  

God	  calls	  us	  to	  belong	  to	  an	  Authentic	  Biblical	  Community	  living	  out	  a	  Purpose	  Driven	  Life	  (ABC-‐PDL).	  

2. 使命 /	  Mission﹕ 	   
門徒網絡事工致力建立門徒隊工，讓生命得以更新。  

DNA	  exists	  to	  build	  a	  network	  of	  disciples	  that	  engage	  in	  life	  transformation.	  

3. ABC-‐PDL 的意義﹕  

a) 我們蒙召去榮耀神的名（Celebrate 慶賀生命）  

b) 我們蒙召去關愛，並成為一個真誠無偽基督化的群體（Care 彼此關懷）  

c) 我們蒙召成長像基督的樣式（Cultivate 培育生命）  

d) 我們蒙召去裝備信徒為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s）參與事奉（Consecrate 奉獻生命）  

e) 我們蒙召使信徒倍增（Communicate - 廣傳福音）	  	  
	  

RHCCC	  Direction	  for	  Next	  5-‐10	  Years	  

Our	  Vision	  
A	  disciple-‐making	  church	   that	  everyone	  Celebrates,	  Connects,	  and	  Contributes	   in	  God’s	  Kingdom	  to	  
bless	  all	  nations	  
	  
Our	  Mission	  
To	  help	  people	  find	  their	  ways	  back	  to	  God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Our	  Process	  
Bring	  them	  in,	  Build	  them	  up,	  Train	  them	  well,	  Send	  them	  out	  

5C	   3C	  
Consecrate	  our	  lives	  to	  God	  (奉獻生命)	   Celebrate,	  Contribute	  
Celebrate	  our	  lives	  of	  God	  (慶賀生命)	   Celebrate	  
Cultivate	  our	  growth	  in	  Christ	  (培育生命)	   Connect	  
Caring	  about	  one	  another	  in	  Christ	  (彼此關懷)	   Connect	  
Communicate	  Christ	  to	  the	  world	  (廣傳福音)	   Connect,	  Con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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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有基督的心，能洞察神心意的領袖團隊 	  
	  
1. 洞察／識別／分辨／決定 (Discernment) 

• The	  capacity	  to	  recognize	  and	  respond	  to	  the	  presence	  and	  the	  activity	  of	  God	  -‐	  both	   in	  the	  
ordinary	  moments	  and	  in	  the	  larger	  decisions	  of	  our	  lives.	  	  

– Ruth	  Haley	  Barton,	  Pursuing	  God’s	  will	  together	  	  
 

•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 12:2 

 

2. 有基督的心 
•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

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

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

能知道，因為這些事唯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

了他。「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 

哥林多前書 2:12-16 

	  

3.寧靜獨處 

• 耶穌獨處的時候：路 6:12，太 14:13,	  太 14:22-‐23,	  路	  5:15-‐16,	  可 6:31,	  可 1:35,	  太 26:36	  
• 獨處的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容我寧靜 

 

晨曦之中，我尋求神話語，每分一刻感激主多愛寵。 

日光之中人流離在多變世俗裡，啊聖靈，求你引導我禱！ 

容我寧靜，聽候在你的跟前， 

一心一意，願尋求你的旨意。 

藏你懷內，看萬事變得空虛光輝不再， 

願我此刻知你是神，願我得享安息，在你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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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員會與神有約  

 

目的 

何時？ 

何地？ 

何人？ 

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