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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作为一名栽培者，你是新信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神把这位新信徒委托给你。你
的责任就是；扶持他、帮助他认识主，充当他的属灵父母。 

 

你对他的委身和关爱，将影响他决定是否留下来。所以，请你认真的负起栽培者的责
任，正如主在彼得前书5:2‐3，给我们的命令：“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
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
不是辖制所託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在耶稣里的新生命》栽培者手册，是特别为了帮助你有效的栽培新信徒而写的。你
可以用它配合《在耶稣里的新生命》这本书，以及《圣经》一起使用。若你栽培的新
信徒没有《圣经》，你可以协助他去购买一本。 

 

本手册各单元，包括下列各项内容： 

1. 单元目标——留意它的重点，可作为和新信徒回顾该单元时的指标或参考。 

2. 每周聚会程序建议——请照建议的程序进行，以便达成该课的目标： 

a. 问候跟进——有助于营造一个利于讨论的环境  

b. 单元概览——藉着检讨新信徒的进展，以及单元简介，为进入主要的讨论
提供一个转接的空间。 

c. 真理探讨——帮助你列出并强调该课的应用 

d. 祷告服事——给你一个机会说出主透过你给他的话语，并为他祷告祝福。 

e. 承诺与约定——提醒新信徒在下次聚会前，他必须完成的功课∕作业。并确
定下次聚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请留意，不要在单元回顾或讨论时，花太多时间再次教导有关的内容。 

 

尽快的介绍新信徒加入你的开放小组。若你的开放小组不适合他，例如；年龄的差
距，或者因他本身的特殊需要。请通知你的组长，组长将协助你找一个更适合他的小
组。那么，你要和他一起到那个小组，直到他能够适应为止。 

 

在六个星期内，每周与新信徒聚会一次，讨论他在每一单元所学到的功课。每次聚
会，至少一个小时。不要匆忙，因为，时间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培养，以及与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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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建立都是重要的。在聚会前，请你务必先熟悉该课的材料和重点，并为聚会祷
告。 

 

为了使你们的聚会深具意义，请你自己务必先回答了《在耶稣里的新生命》中应用部
分的问题。这样，当新信徒分享他的答案时，你也可以给出你的答案。如此一来，你
已经是与别人分享生命了。 

 

若你还未养成背经的习惯，请利用这个机会开始背诵一些经文。你不能只叫新信徒
做，而你自己不做。你必须以身作则，成为新信徒的榜样，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栽培是否成功，不能只靠你们每周的聚会。你还必须天天为他祷告。同时，经常藉着
电邮或简讯来鼓励他，让他感觉到你真的关怀他。 

 

愿神赐福你，满怀喜悦并成功的栽培新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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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一   你与神建立的新关系 

 

单元目标 

1. 新信徒将确信他是神的儿女。 

2. 新信徒将能够列出作为神儿女的一些好处，并为它们感谢神。 

3. 新信徒将乐于与人述说他和神建立的新关系。 

 

问候跟进 

1. 若你和新信徒刚认识不久，请多用一点时间彼此认识。 

2. 若你们已相当熟络，可询问他过去一个礼拜的生活如何。鼓励他分享上周一件最令
他兴奋，或者一件最令他难受的事。你也可分享自己上周的生活作为回应。 

3. 为你们过去一周所经历的所有兴奋的事感谢神，也为神在你们生命的低谷与你们同
在感谢神。为着接下来你们能有一段充实和有果效的时间祷告。 

 

单元概览 

1. 问他是否预先读过单元一。若他还没有读，和他一起读一遍。若他读过了，问他
是否有疑问，或有什么不明白的。 

2. 你自己作总结或请他为读过的内容作总结： 

a. 一旦你接受耶稣，你将拥有一个新的生命。 

b. 你生命中将有下列新的改变：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你是神的儿女 

 你拥有新的关系 

 

真理探讨 

参看《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第8到第10页 

1. 复习背诵过的经文 

约翰福音 1:12‐13  

询问他是否已经背熟了这两节经文。若还没有，用书中第8页的指示，和他一起练
习背诵。若他说会背了，请他背给你听。有错漏与不对，温和的提示或纠正他。 

 

在背诵经文的时候，要注重的是准确度。在培养背经习惯时，要帮助新信徒一字不
差的、准确背诵。坚持不能错一个字，你将帮助他养成一个好习惯。 

 

2. 生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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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第9页，请他分享他写了什么。在分享当中，问一些适
当的、开放性的问题，帮助他清楚的分享。鼓励他说；他生命中的这些改变，正说
明他是一个新造的人。若他说不出自己有什么改变，建议他在什么地方可作出改
变。在他分享之后，你也可以分享自己信主后的一项改变。 

 

对于父子关系的那道问题，请注意，不是所有人都和父亲有良好的关系。因此，必
须他自己情愿，请他告诉你有关他父亲的事。若他不愿意谈他父亲，就不要勉强。
不要掉进这个试探以为只要给他一些建议，就能改善他们父子的关系。事情未必这
么简单。 

  

无论他和父亲的关系如何，都可以问他，对他来说；成为神的儿女，有什么好处。
你也可以分享自己所经验到的一些好处。 

 

请他分享对于书中第9页的两个问题的答案：“若要促进你和天父的关系，你应当怎
样做？你要怎样才能更深的认识神？”总结他的分享，并介绍圣经给他，告诉他，
要开始天天按计划读马可福音。 

 

翻到书的第41页，附录，为他介绍“每日读经建议”。教他怎样找到第一天的经文，
并和他一起读出来。帮助他默想所读的经文，并帮助他找出经文的主要教导。鼓励
他把分享写下来。 

 

问他是否曾和家人朋友分享他信主的经验。若他曾这样做，问他；有什么事发生
呢？若他未曾这样做，鼓励他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去做。 

 

祷告服事   

1. 与新信徒分享神藉着你给他的话语 

2. 鼓励他分享他的代祷需要，并为他祷告作为结束。祷告的时候，记得为你们能够成
为神的儿女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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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与约定 

1. 提醒他读单元二，并背诵新的经节。 

2. 提醒他要复习背诵约翰福音 1:12‐13。 

3. 安排下次聚会详情。 

4. 若他未曾参加过崇拜聚会或你的开放小组，邀请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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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二   建立你的新关系——每日灵修 

 

单元目标 

1. 使新信徒了解每日灵修的重要性。 

2. 使新信徒能够每天有一个充实的灵修。 

3. 使新信徒能够开始逐渐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 

 

问候跟进 

1. 彼此分享你们这个星期的生活。在分享中，留心他是否有任何的需要、或挣扎。 

2. 询问他是否每天读圣经。肯定他为读经付出的努力，并鼓励他继续维持这个习惯。 

3. 感谢神爱我们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并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为着接下来你们能有
一段充实和有果效的时间祷告。 

 

单元概览 

1. 问他是否预先读过单元二。若他还没有读，和他一起读一遍。若他读过了，问他
是否有疑问，或有什么不明白的。 

2. 你作总结或请他总结所读过的单元内容： 

a. 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必须每天听祂说话、花时间与祂相处。 

b. 神用圣经向我们说话。 

c. 我们读经的时候，要默想经文的意思。我们可以藉着问自己三个问题来默
想：这段经文使我对神有怎样的认识？这段经文，有哪些基督徒生活的教
导？神要我怎样做？ 

d. 我们必须养成习惯；顺从神的一切吩咐。 

 

真理探讨 

1. 复习背诵过的金句 

拿出背经卡，请他背诵下列经文： 

约翰福音1:12‐13 

路加福音11:28 

 

2. 生活反思 

翻到《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第41页，附录的“每日读经建议”。询问他是否拨出时
间，并在固定的地点，每日灵修。问他；要他每天读圣经是否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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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时间示范 

翻开书的第41页，和他一起灵修。 

 用书中第12页“祷告范例”，做一个祷告：“主啊，开我心灵的眼睛，使我能看见
祢、认识祢。敞开我心灵的耳朵，使我能听到祢的话并顺服祢。” 

 选一段经文，并确定他知道怎样翻到有关的经文。若他不会翻圣经，请告诉他
如何可以按书卷、章节，找到所要的经文。 

 和他一起读一次，然后，请他读第二次。 

 问他这个问题：“这段经文使我们对神有什么认识？” 

 在所提供的空白处，写下答案。（在书中41页，“教导∕心得”栏中，与该段经文
相对的空白。 ） 

 问他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有哪些基督徒生活的教导？” 

 请他先告诉你答案，你才讲出你自己的答案。 

 问他第三个问题：“神要你怎样做？” 

 给他一点时间，想想这个问题：他要如何把这一单元所学到的运用到生活中。
若他回答不出来，分享你自己会如何运用所学到的功课，作为一个例子，帮助
他能够作出个人的运用。不要太快给他建议。让圣灵对他说话。相信圣灵会引
导他。当他分享的时候，赞赏他、肯定他。 

 问他是否有一本笔记簿，可以记录他的读经心得。若是没有，鼓励他去买一
本。或者，你若能给他一本，那就更好了。鼓励他简单的写下他读经的心得，
特别是他对“神要我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 

 

回顾书中第15‐16页的问题。鼓励他分享他在书中所写的答案。 

 

了解一下他是否与别人分享读神话语的好处。请他和你分享他的经验。肯定他，
并鼓励他继续与朋友、邻居分享关于神的事。 

 

祷告服事 

1. 与新信徒分享神藉着你给他的话语。 

2. 鼓励他分享有什么需要，你可以为他祷告。然后，在聚会结束前为他祷告，特别为
他能够把书中“神要我做什么？”这一项的答案，实际运用出来。为之前在“问候跟
进”部分，你看到的他的挣扎或需要祷告。还有，为他在接下来的一周，能够维持
每天灵修，以及，享受灵修时间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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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与约定 

1. 提醒他读第三单元，并背诵一节新的经文。 

2. 提醒他要复习背诵；约翰福音 1:12‐13、路加福音 11:28 

3. 提醒他要每天灵修。 

4. 安排下次聚会详情。 

5. 鼓励他参加庆典聚会，若他还未加入你的开放小组，鼓励他参加。 

 

备注： 

在与新信徒下次聚会之前，请你查询一下，教会经历神营会的日期和地点，可能的
话，预备一份《经历神营会宣传单》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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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三   建立你的新关系——祷告 

 

单元目标 

1. 新信徒将学会如何用 ACTS（英文字母的缩略语）祷告模式来祷告。 

2. 新信徒将经验以方言祷告。 

 

问候跟进  

1. 询问他过去一周生活如何。谈谈他的工作、家庭、或者其它任何他愿意告诉你的
事。你也和他分享你过去一周的生活。 

2. 询问他关于每日灵修的进展。若他已经做到每日灵修，肯定他的努力。若他还不能
稳定灵修，找出有什么拦阻，并鼓励他养成每日灵修的习惯。 

3. 为你们过去一个礼拜所经验的祝福感谢神。也为你们能够到神面前祷告感谢神。为
着你们接下来有一段充实和有果效的时间祷告。 

 

单元概览 

1. 问他是否预先读过单元三。若他还没有读，和他一起读一遍。若他读过了，问他
是否有疑问，或有什么不明白的。 

2. 你作总结或者请他总结他所读过的单元内容： 

a. 祷告，或者与神交谈，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程式。我们能够像与平常人交谈
一样与神交谈。 

b. 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以任何姿势来祷告。 

c. 我们要养成习惯经常与神交谈，因为这样做将能帮助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 

d. ACTS（英文字母的缩略语）祷告模式，是为帮助我们养成祷告的习惯。它不
是唯一与神交谈的方式。 

e. 在每天灵修的时候，请记得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 

f. “说方言”也是一种祷告的方式。   

 

真理探讨 

1. 复习背诵过的经文 

拿出背经卡，请他背诵下列经文： 

约翰福音 1:12‐13 

路加福音 11:28 

约翰福音 16:24 

 

2. 每日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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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新信徒的《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第42‐43页，每日读经建议，看看他是否按建
议每日阅读经文。请他分享一个读经的心得。 

新信徒分享之后，你也分享自己灵修的一个心得。这将使他确信，你也认真的保持
每日灵修。 

 

3. 生活反思 

翻到书中第 21 页，看看他写下的祷告，并作出适当的赞赏。那些需要解释的地
方，温和的告诉他。若他没有做，即时帮助他做。 

示范怎样用ACTS祷告模式来祷告： 

 你说几句对神崇拜的祷告，鼓励他跟着说几句对神崇拜的话。 

 接下来，承认你的罪，也鼓励他这样做。 

 来到感谢这部分，问他有什么事要感谢神。若他说没有，帮助他找出可以感恩
的事。分享几样你自己要感恩的事。然后，一起祷告。 

 在你为他示范祈求之前，问他，除了那些在开始部分“问候跟进”的分享之外，
是否还有什么需要代祷的。问他在他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什么代祷的需要。你
也分享你的代祷需要。若他曾参加小组，你也可以提出几项小组的需要，你们
一起祷告。这将帮助他学会不单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 

 

当你为他示范如何祷告时，祷告要简短、扼要。不然，可能使他觉得自己跟不上、
不知所措或者气馁。 

 

祷告之后，问他从这次的经验，他学到什么。并问他若要他自己这样祷告，是否能
做到。 

  

查看书中第22页的问题。鼓励他分享他在书中所写的答案。询问他是否愿意领受这
个祷告的言语。若愿意，为他领受方言祷告。若他还未预备好要领受，不要勉强。
还会有其它机会可以让他领受的。 

 

了解一下，他是否和朋友分享关于神应允他祷告的事。同时，询问他，你为他祷告
的事是否已蒙应允。鼓励他；神若应允他的祷告，他要随时的尽量和家人、朋友分
享。这将帮助他承认并回应神在他生命中的美善恩典。同时，也将培养出感恩的态
度。 

 

祷告服事  

1. 与新信徒分享神藉着你给他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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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他祷告作为结束。为他能够维持每日灵修的习惯祷告，并能够喜乐的祷告和读
经。 

 

承诺与约定 

1. 提醒他读单元四，并背诵新的经文。 

2. 提醒他要继续复习所有背诵过的经文。 

3. 提醒他要每日灵修，并常常祷告。 

4. 安排下次聚会详情。 

5. 若他还未参加过小组或庆典，鼓励他参加庆典聚会，并加入你的开放小组。 

6. 向他提及教会的“经历神营会”，告诉他来临“经历神营会”的详情。给他一份“经历神

营会”宣传简章，鼓励他报名参加“经历神营会”。 

 

备注： 

新信徒若要完成单元四的探讨问题，他必须和一位组员，以及一位组长交谈，了解开

放小组对他们的意义。若他未曾参加任何开放小组，请你介绍组长和一位组员给他认

识。可能的话，你们下次聚会时，带组长或一位组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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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四   你与神的家的关系——教会 

 

单元目标 

1. 新信徒将开始参加每周庆典聚会。 

2. 新信徒将参加每周小组聚会。 

 

问候跟进  

1. 问他过去一周生活如何。谈谈他的工作、家庭、以及其它任何他愿意告诉你的事。
你也和他分享你过去一周的生活。 

2. 询问他关于培养每日灵修习惯的进展如何。祷告以及背诵经文方面，是否有进步。
若他已做到稳定灵修，肯定他所取得的成绩。若他还未能稳定灵修，鼓励他培养这
个习惯。 

3. 为你们过去一周经验神的祝福感谢神。也为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庭感谢祂。为
着你们接下来有一段充实和有果效的时间祷告。（注意：到此阶段，你应该让新信
徒尝试做这个祷告，只要他作出尝试，就尽量鼓励他、肯定他。） 

 

单元概览  

1. 问他是否预先读过单元四。若他还没有读，和他一起读一遍。若他读过了，问他
是否有疑问，或有什么不明白的。 

2. 你作总结或者请他总结他所读过的单元内容： 

a. 教会是新信徒属灵的家。参加开放小组和庆典聚会，是他认识这个新家庭的
机会。 

b. 庆典聚会就像他延伸家庭的一个聚会，而开放小组就像他的近亲家属的聚
会。 

c. 开放小组的聚会是和其他基督徒生命接触的机会，他可以从别人身上看到神
的真理如何活出来。 

 

真理探讨 

1. 复习背诵过的经文 

拿出背经卡，请他背诵下列的经文： 

路加福音 11:28 

约翰福音 16:24 

希伯来书 10:24‐25 

 

2. 每日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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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新信徒那本《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第43‐44页，每日读经建议，看看他是否每
日按建议阅读经文。请他分享一个他读经的心得。 

 

3. 生活反思  

翻开到书中第26页，请他分享，他访问了组长和一位组员之后，他们如何回答。 

 

若他没有机会见到组长和任何组员，带一位组员或你的组长到这个聚会，或者，你
打电话给他们其中一个，让新信徒可以和他们交谈。 

 

与他讨论参加庆典聚会和开放小组有什么好处。请他分享他参加庆典聚会所学到的
一个功课。若他还没有参加过庆典聚会，或拜访过任何小组，尽量邀得他答应去这
两种聚会一次。与他分享参加庆典聚会和开放小组，如何使你自己和家人获益。 

 

询问他是否可以邀请什么人到庆典聚会或开放小组。让他谈谈那位（些）有可能邀
请来庆典聚会或开放小组的朋友（们）的情况。请他当场为这个（些）人祷告。他
祷告完后，为他能够成功邀请这个（些）人祷告。 

 

祷告服事  

1. 与新信徒分享神藉着你给他的话语。 

2. 鼓励他分享他的代祷需要，结束前为他祷告祝福。为之前在“问候跟进”部分所听到
的任何需要祷告。 

 

承诺与约定  

1. 提醒他预先看过单元五，并背诵新的经文。 

2. 提醒他复习所有背诵过的经文。 

3. 提醒他每天灵修，并常常祷告。 

4. 安排下次聚会详情。 

5. 安排如何与他在庆典聚会或开放小组见面。 

6. 若有需要，谈谈“经历神营会”的情况，并鼓励他报名参加来临的“经历神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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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五   你的新生命——胜过生命中的罪 

 

单元目标: 

1. 新信徒将了解他拥有胜过罪的力量。 

2. 新信徒将了解胜过罪的步骤。 

3. 新信徒将了解他犯罪之后，要如何才能与神重新和好 

 

问候跟进 

1. 询问他过去一周生活如何。谈谈他的工作、家庭、以及其它任何他愿意告诉你的
事。你也和他分享你本周的生活。 

2. 询问他关于培养每日灵修习惯的进展，祷告以及背诵经文方面是否有进步。若他已
做到稳定灵修，肯定他所取得的成绩。若他还未能稳定灵修，鼓励他培养这个习
惯。 

3. 若他参加过庆典聚会或开放小组，询问他有什么感受？并鼓励他固定的出席聚会。 

4. 为你们过去一周经验到神的祝福感谢神。也为着你们接下来有一段充实和有果效的
时间祷告。鼓励新信徒由他来作这个祷告。 

 

单元概览 

1. 问他是否预先读过单元五。若是没有，和他一起读一遍。 

2. 你作总结，或者请他总结他所读过的单元内容： 

a. 我们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天性，所以，人总是倾向犯罪。接受主之前，我们对
罪无能为力，但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可以有能力胜过罪。虽
然，我们现在仍然有犯罪的倾向，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 

b. 除了犯罪的天性，我们还有一个外在的敌人；撒旦，以及那些属它的邪灵，
会引诱我们去犯罪。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能力作出选择，不向试探低头。 

c. 要每天胜过罪，有三个步骤： 

i. 依靠圣灵 

ii. 决心顺从神的话 

iii. 抵挡魔鬼 

d. 若我们犯了罪，主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可以与祂重新和好： 

i. 承认我们的罪 

ii. 为我们的罪悔改 

iii. 接受神的赦免和洁净 

 

真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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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习背诵过的经文 

拿出背经卡，请他背诵下列经文： 

约翰福音 16:24 

希伯来书 10:24‐25 

约翰一书 1:9 

 

2. 每日灵修 

查看新信徒那本《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第44页，每日读经建议，看看他是否每日按
建议阅读经文。请他分享一个他读经的心得。 

 

3. 生活反思 

翻到书中第33页，请他分享他希望能够得胜的一个软弱。运用本单元所教导的真
理，帮助他认识他已经拥有胜过罪、胜过这软弱的权柄。 

 

问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会怎样做。帮助他了解依靠圣灵、运用神的话、以及抵
挡魔鬼是得胜试探的步骤。 

 

问他是否曾经在顺从神的话方面失败过。问他当他知道自己失败时，有什么感受。
帮助他承认失败并接受神的饶恕和恩典。 

 

祷告服事 

1. 与新信徒分享神藉着你给他的话语。  

2. 鼓励他分享他的代祷需要，并祝福他作为结束。为之前在“问候跟进”部分所听到的
任何需要祷告。 

 

承诺与约定  

1. 提醒他要预先读单元六，并背熟新的经文。 

2. 提醒他复习全部背诵过的经文。 

3. 提醒他每天灵修，并经常祷告。 

4. 安排下次聚会详情. 

5. 若有需要，谈谈“经历神营会”，并请他报名参加来临的“经历神营会”。 

 

 单元六  你的新生命——跟随耶稣你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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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目标 

1. 新信徒将决心承认耶稣为他生命的主。 

2. 新信徒将答应参加经历神营会，最终接受洗礼。 

3. 新信徒将持守十一奉献的教导。 

 

问候跟进 

1. 问他过去一周生活如何。谈谈他的工作、家庭、以及其它任何他愿意告诉你的事。
你也和他分享你过去一周的生活。 

2. 询问他有关培养每日灵修习惯的进展。还有祷告和背经的生活。若他已维持稳定的
灵修、祷告和背经习惯，肯定他并赞赏他的努力。若他还不能维持稳定的灵修，鼓
励他要坚持到底，建立这些好的属灵操练和习惯。 

 

单元概览 

1. 问他是否预先读过单元六。若是没有，和他一起读一遍。  

2. 你作总结，或者请他总结他所读过的单元内容： 

a. 主耶稣是全地的主，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以祂为我们生命的主。  

b. 我们凡事都顺从祂的吩咐，以显明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c. 决定洗礼，以及忠心奉行十一奉献，是承认基督生命主权的两个具体表现。 

 

真理探讨 

1. 复习背诵过的经文 

拿出背经卡，请他背诵下列经文： 

希伯来书 10:24‐25 

约翰一书 1:9 

加拉太书 2:20 

 

2. 每日灵修 

翻看新信徒的《在耶稣里的新生命》第45页，每日读经建议，看看他是否每日按建
议阅读圣经。请他分享一个读经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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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反思 

翻开书中第37页，让他默默的读一遍以主为主，承认基督主权的祷文。询问他是否
愿意作这个祷告。然后，和他一起读出这个祷告。提醒他说，以耶稣作为他生命的
主，需要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让主作主。对耶稣来说，没有任何事是太平凡，而
不需要祂的。因为，祂对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关心。 

 

翻开书的第39页，问他对于洗礼，他的决定是什么。让他分享他在书中写什么。无
论他是否选择洗礼，告诉他关于“经历神营会”的资料，鼓励他参加。 

 

分享你自己在“经历神营会”的经验，以致，他能够对“经历神营会”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和期待。 

 

若他准备参加“经历神营会”，帮助他填写书中第40页，有关“经历神营会”的承诺：  

我已经决定洗礼，并要报名参加“经历神营会”，日期是： 

 

向他解释十一奉献的重要性。鼓励他将总收入的10%，奉献给神。分享你自己十一
奉献的经验。若他对此有困难，挑战他试试神，正如玛拉基书3:10教导的。 

 

祷告与服事 

1. 复习全部六段背诵过的经文。 

2. 与新信徒分享神藉着你给他的话语。 

3. 鼓励他分享他的代祷需要，并祝福他作为结束。为前面“问候跟进”部分所听到的任
何需要祷告。 

4. 祝贺他和你完成了这六个星期的训练。 

5. 提醒他要完成阅读马可福音的读经计划。 

6. 和他约定一起吃一餐来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