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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一‧新倍加」門徒培育裝備表 

  未曾接觸福音及其他宗教者 慕道友 信徒會友 門徒同工 

領人系列 

《上帝的恩典—耶穌基督》: 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福音五要》: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算命與改命》: 民俗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風水與福氣》: 民俗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祭祖與孝道》: 民俗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輪迴與永生》: 民俗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辟邪妙方》: 民俗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收驚解厄平安來》: 民俗傳道小冊子 

《福音小冊—擇日與平安》: 民俗傳道小冊子 

《上帝的話語— 領人篇》: 聖經經文集 

《福音五要—研讀本》: 課程（5課） 

《一領一友誼傳道》: 課程（5課） 

《一領一認領卡》: 關懷對象資料卡 

造 

就 

系 

列 

基 

礎 

《信耶穌，免驚！》: 信仰問答 

《故事你我祂》: 見證故事 

《洗禮前的必修課》: 8課 

《認識我們的教會》: 6課 

《基督徒生活》: 8課 

《基督徒樣式》: 8課 

《服事與牧養》: 6課 

《基督教會使命》: 6課 

進 

階 
  

《認識聖經》: 課程（9課） 

《認識上帝》: 課程（7課） 

《認識耶穌》: 課程（8課） 

《認識聖靈》: 課程（6課） 

祈禱系列   

《為自己祈禱》 

《為生老病死祈禱》 

《為工作祈禱》 

《為家庭祈禱》 

《為教會及社區祈禱》 

《為教會服事者祈禱》 

《為台灣祈禱》 

《為一領一宣教祈禱》 

《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代禱手冊》 



課程使用說明 

 
每課時間規劃： 
 

10分鐘。詩歌讚美 

10分鐘。上次課程回顧（請帶領者分享，或是 

                學習者針對上次學習提問。） 

60分鐘。本次課程（課程閱讀、翻查經文及帶 

                領者補充約50分鐘，思考與應用10分 

                鐘。） 

10分鐘。祈禱時間（可使用祈禱訓練的祈禱手 

                冊，或其它代禱事項。） 



注意事項： 
 

1. 尊重並信賴帶領者。 

2. 學習者應全程參與課程，防止缺席或中途退出。 

3. 一定要預習課程，並事先查閱課程之經文。 

4. 對於上完的課程，課後應再複習，若有問題於下次 

    上課時提問，務求完全瞭解。 

5. 思考與應用時間務必讓每位學習者都能發言分享。 

6. 帶領者應常常為學習者祈禱。 

7. 門徒培育課程只是摘選重點訓練，更重要的是參與 

    教會生活：天天讀經、常常祈禱、勤赴聚會禮拜、 

    敬畏上帝、愛人如己，活出為主見證的生命。 



課    程： 
 

第1 章 我們的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第2 章 信仰精神 
 

第3 章 信仰告白 
 

第4 章 體制與組織 
 

第5 章 教會生活與整全宣教六面向 
 

第6 章 認識我所在籍的長老教會 



第1章  我們的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長老教會簡介 
 

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到十六世紀時 

，因為「宗教改革運動」而產生了新
的教會─抗議宗，又稱復原派，是信
仰上革新的教會，後來通稱「基督新
教」。 在新教傳統裡，採用加爾文等
改教家的神學思想及教會制度的教會
通稱為「改革宗教會」，其中於教會
行政上採用「長老制」的稱為「長老
教會」。 



長老教會簡介 
 

長老教會信仰傳統的傳承精神為： 

1. 上帝的絕對主權。  

2. 聖經為信仰的最高權威。  

3. 信徒皆祭司。  

4. 復活的主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 



長老教會簡介 
 

長老制的教派提議「長老治會」，將
長老分為「教導」與「治理」的長老 

，前者即牧師，後者則是一般俗稱的
長老。加爾文以這種「共和制（共議
制）」推行在改革宗教會間；主張教
會由牧師、長老、執事專行其政，再
由牧師、長老組成小會及中會，治理
大小事務。 



長老教會簡介 
 

最早實施「長老宗主義」教會制度，
並稱為「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es）的是蘇格蘭長老教會。蘇
格蘭長老教會是由加爾文的學生諾克
斯（John Knox）留學瑞士而回到蘇
格蘭後所創立的。1560 年蘇格蘭國會
宣佈教會改革，以「新教信仰」取代
天主教而成為國教。蘇格蘭長老教會
之後傳及英國及加拿大，成就英國長
老教會及加拿大長老教會。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台灣的宣教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史 
 

一、1865 年（馬雅各來台） 

                 ～ 1945 年（日治末期） 
 

二、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 

                 ～ 1971 年（退出聯合國） 
 

三、1971 年（國是聲明）～迄今 

教會在台灣的宣教 



思考與應用 

 
1. 長老制的教派是「長老治會」，推行「共和 

    制（共議制）」，請分享你的看法。 

 

2. 請於課後閱讀以下的書籍及資料，能更加瞭 

    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史。 
    ˙ 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編輯小組，《認識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使徒出版社；2010。P1. ～ P.37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新編焚而不 

          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訓練手冊》，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1995。P75. ～ P.86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網站：http://www.pct.org.tw 



第2章  信仰精神 



長老教會的信仰傳統 
 

一、上帝的主權 
 

二、聖經為信仰的最高權威 
 

三、信徒皆祭司 
 

四、復活的主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精神 
 

一、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二、重視聖經對現實生活的意義 
 

三、代議共和 
 

四、焚而不燬 



思考與應用 

 

1. 長老教會的信仰傳統有哪些？ 

 

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獨特信仰精神有哪些？ 



第3章  信仰告白 



信仰告白就是宣告你所信的信仰對象
及信仰內涵。根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憲法第一條明文規定，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遵從傳統教會中所明定「使徒信
經」、「尼西亞信經」、「韋斯敏斯
德信仰告白」的教導，並自訂「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使徒信經（台語）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宰。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咱的主。祂對聖神投胎，對在室女馬
利亞出世；佇本丟彼拉多任內受苦，
釘十字架，死，埋葬，落陰府；第三
日對死人中復活，上天，今坐佇全能
的父上帝的大傍；祂要對彼復來審判
活人與死人。我信聖神。我信聖，公
同的教會，聖徒的相通，罪的赦免，
肉體的復活；永遠的活命。阿們。 



使徒信經（華語）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
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
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
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
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
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
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 



尼西亞信經（華語） 
 

我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之萬
物的。我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先為
父所生，出於上帝而為上帝，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而
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與父一性；萬物都藉著他受造；
為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從童女馬利亞成了肉身而
為人；又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害，
葬埋；照聖經的話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
來必從威榮中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子而出，與父、子同樣
受尊敬，受榮耀；他曾藉著眾先知說話。我們信使徒所立
的獨一聖而公的教會。我們承認為赦罪所立的獨一聖洗。
我們望死人復活和來世的永生。阿們。 



韋斯敏斯德信仰告白 

 
1. 論聖經            2. 論三位一體的上帝       3. 論上帝的意旨 

4. 論創造            5. 論上帝的攝理               6. 論墮落和刑罰 

7. 論上帝與人所立的約    8. 論中保基督   9. 論聖靈 

10. 論福音          11. 論自由意志                 12. 論稱義 

13. 論上帝兒子的名份      14. 論成聖         15. 論使人得救的信心 

16. 論得生命的悔改          17. 論行善         18. 論聖徒的堅忍 

19. 論恩典與得救的確據                             20. 論上帝的律法 

21. 論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22. 論基督教的禮拜和安息日 

23. 論合法的宣誓和許願                             24. 論有效的恩召 

25. 論民事長官         26. 論婚姻與離婚      27. 論教會 

28. 論聖徒的相通     29. 論聖禮                  30. 論洗禮 

31. 論主的晚餐         32. 論教會的懲戒      33. 論教會的總會和會議 

34. 論人的死和死後復活                             35. 論最後的審判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台語） 

 

阮信上帝，創造、統治人與萬物的獨
一真神。祂是歷史與世界的主，施行
審判和拯救。祂的子對聖神投胎，對
在室女馬利亞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
就是人類的救主耶穌基督，對祂的受
苦、釘十字架死、復活，顯明上帝的
仁愛與公義，使咱與上帝復和。祂的
神，就是聖神，站在咱中間，賞賜氣
力，使阮在萬百姓中做見證，直到主
復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台語） 
 

阮信，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的，記載祂
的救贖，做阮信仰與生活的準則。 
 

阮信，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受召
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
者，是普世的，復釘根在本地，認同
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來成做
盼望的記號。 
 

阮信，人對上帝的恩典來悔改，罪得
赦免，用虔誠、仁愛、與獻身的生活
歸榮光上帝。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台語） 
 

阮信，上帝使人有尊嚴、才能，以及
鄉土，來有份於祂的創造，負責任和
祂相與管理世界。對如此，人有社會、
政治及經濟的制度，也有文藝、科學，
復有追求真神的心。總是人有罪，誤
用這些恩賜，破壞人、萬物、與上帝
的關係。所以，人著倚靠耶穌基督的
救恩。祂要使人對罪惡中得著釋放，
使受壓制的得著自由、平等，在基督
成做新創造的人，使世界成做祂的國，
充滿公義、平安與歡喜。阿們。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華語） 
 

我們信上帝，創造、統治人與萬物的
獨一真神。他是歷史與世界的主，施
行審判和拯救。他的兒子，從聖靈投
胎，由童貞女馬利亞降生為人，成為
我們的弟兄，就是人類的救主耶穌基
督，藉著他的受苦、釘十字架死、復
活，彰顯了上帝的仁愛與公義，使我
們與上帝復和。他的靈，就是聖靈，
住在我們中間，賜能力，使我們在萬
民中做見證，直到主再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華語） 
 

我們信，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的，記載
他的救贖，做為我們信仰與生活的準
則。 
 

我們信，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蒙
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
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於本地，認
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
為盼望的記號。 
 

我們信，人藉著上帝的恩典而悔改，
罪得赦免，以虔誠、仁愛與獻身的生
活歸榮耀於上帝。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華語） 
 

我們信，上帝賜給人有尊嚴、才能，
以及鄉土，使人有份於他的創造，負
責任與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
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制度，也有文藝 

、科學，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
有罪，誤用這些恩賜，破壞人、萬物 

、與上帝的關係。所以，人當倚靠耶
穌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從罪惡中得
釋放，使受壓制的人得自由、平等，
在基督裏成為新創造的人，使世界成
為他的國度，充滿公義、平安與喜樂 

。阿們！ 



思考與應用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接受的信仰告白有哪些？ 
 

2. 請閱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並分享你 

    的看法及感受。 
 

3. 請於課後背熟「使徒信經」，並經常用此信仰告白 

    做為自我在信仰上的省思。 



第4章  體制與組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體制特色： 
 

1. 長老治會的基本精神：採民主代議 

    的方式運作。 
 

2. 神學立場強調：上帝的主權、聖經 

    為信仰的最高權威、信徒皆祭司、 

    復活的主基督是教會唯一的元首。 
 

3. 中會中心制：以中會為主要行政體 

    系，它掌管中會傳道事工，設立、 

    指導、監督、解散教會，也管理中 

    會內傳教師之任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組織 
 

1.個人 
 

2.地方教會 
 

3.小會 
 

4.牧師 
 

5.堂會與支會 
 

6.中會及族群區會 
 

7.總會 



思考與應用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體制的特色有哪些？ 

 

2. 你是否瞭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組織分為總會 

    、中會、小會？請分享你對現有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組織區分的看法及建議。 



第5章  教會生活與 

            整全宣教六面向 



教會生活（基督徒生活八要） 
 

1.敬神愛人 
 

2.天天讀經 
 

3.常常禱告 
 

4.殷勤聚會 
 

5.樂意奉獻 
 

6.領人歸主 
 

7.服務社會 
 

8.維護生態 



整全宣教六面向 
 

一、宣揚福音 
 

二、培育上帝兒女 
 

三、愛心服事 
 

四、社會改造 
 

五、關懷受造界 
 

六、福音與文化 



思考與應用 
 

1. 基督徒該有的教會生活有八項，請你說說看 

    ，並分享你的看法。 
 

2. 想一想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上，最大的挑戰是 

    什麼？ 
 

3. 請說說看整全宣教是哪六面向？並分享你的 

    看法。 



第6章  認識我所屬的 

            長老教會 



對自己教會的認識 
（請帶領者預備教會資料及相片） 

教會名稱： 

 

所屬中會或族群區會： 

 

教會地址： 

 

連絡電話： 

 

e-mail 

 

網頁： 教會相片 



對自己教會的認識 
（請帶領者預備教會資料及相片） 

現任駐堂牧師： 

 

現任行政∕幹事同工： 

 

現任小會成員： 

 

現任長執會成員： 



對自己教會的認識 
(請帶領者預備教會資料及相片) 

教會歷史簡介：介紹設教日期、由誰開設（開拓母會是哪一
個教會）、教會大事記、歷任牧長執事及團契同工……等等。 

 

 

教會年度目標：介紹教會短、中、長期目標及主題。 

 

 

教會組織及年度同工：介紹禮拜組、行政組、傳道組、教
育組、關懷組……等等，所負責之事工及同工。 



對自己教會的認識 
(請帶領者預備教會資料及相片) 

聚會項目及時間：介紹禮拜、祈禱會、家庭禮拜、主日學、
各團契、各小組、社區活動、松年大學⋯⋯等等，及其聚會時間。 

 

 

教會及社區事工：介紹主日學事工、節期事工、寒暑假營會、
教會靈修會、社區事工、夥伴教會… …等等。 

 

 

教會的特色： 



思考與應用 

 

1. 我對於自己所屬的長老教會是否瞭解，並能 

    為人介紹自己的教會歷史及特色。 

 

2. 請分享你對教會現有事工的建議。並且願意 

    投身於教會的哪些事工？ 



發        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推動中心 

 

發  行  人：張德謙 

作        者： 《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編輯小組 

主        編：林芳仲 

執        編：李位鼎 

文        編：林佳靜 

封面設計：陳嘉鈴、林婉君 

美術編輯：林婉君 

 

門徒培育事工網頁： http://101.pct.org.tw/disciple/ 

 

[ 歡迎使用   敬請註明出處 ] 

http://101.pct.org.tw/disci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