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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代價  路 14:33 

 
這樣，你們中間不論誰，如果不
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
門徒。 

 
1B 代價  太 6:24 

 
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他若
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
個輕視那個。你們不能服事神，
又服事金錢。 

 
1C 代價  路 14:26-27 

如果有人到我這裡來，愛我不超
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
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
己的十字架跟隨我的，也不能作
我的門徒。 

 
2A 聖經  約 8:31 

 
於是耶穌對信了他的猶太人
說：你們若持守我的道，就真
是我的門徒了。 

 
2B 聖經  雅 1:25 

唯有詳細察看那使人自由的全
備的律法，並且時常遵守的
人，他不是聽了就忘記，而是
實行出來，就必因自己所作的
蒙福。 

 
2C 聖經  書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要
晝夜默誦，好使你謹守遵行書
中所記的一切；這樣，你的道
路就必順利，你必一路亨通。 

 
3A 順服  約 14:21 

 
那領受我的命令，並且遵守
的，就是愛我的；愛我的，我
父必定愛他，我也要愛他，並
且要親自向他顯現。 

 
3B 順服  太 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啊，主
啊！』的人，都能進入天國，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
能進去。 

 
3C 順服  撒上 15: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
平安祭，豈像喜悅人聽從耶和
華的話呢？聽從勝過獻祭，聽
命勝過公羊的脂油。 

 
4A 效法  約壹 2:6 

 
凡說自己是住在他裡面的，就
應該照著他所行的去行。 

 
4B 效法  林前 11:1 

 
你們應該效法我，好像我效法
基督一樣。 

 
4C 效法  彼前 2:21 

 
你們就是為此蒙召，因基督也
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
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5A 受教  路 11:1 

 
有一天，耶穌在一個地方祈
禱，祈禱完了，有一個門徒對
他說：主啊，求你教導我們禱
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一樣。 

 
5B 受教  太 11: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應當負
我的軛，向我學習，你們就必
得著心靈的安息。 

 
5C 受教  箴 9:8-10 

你不要責備好譏笑人的，免得
他恨你；要責備智慧人，他必
愛你。教導智慧人，他就越有
智慧；指教義人，他就增加學
問。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 

 
6A 長進  西 2:6-7 

你們怎樣接受了基督耶穌為
主，就當照樣在他裡面行事為
人，按著你們所領受的教導，
在他裡面扎根、建造，信心堅
定，滿有感謝的心。 

 
6B 長進  來 5:13-14 

凡是吃奶的，還是個嬰孩，對
公義的道理沒有經歷；只有長
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
的官能因為操練純熟，就能分
辨是非了。 

 
6C 長進  腓 3:13-14 

弟兄們，我不以為自己已經得
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記背後，努力前面的事，向著
目標竭力追求，為要得著 神
在基督耶穌裡召我往上去得的
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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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操練  提前 4:8 

 
因為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
獨操練敬虔，凡事有益，享有
今生和來世的應許。 

 
7B 操練 林前 9:26-27 

所以我奔跑，不是沒有目標
的；我鬥拳，不是打空氣的。
我要克制自己的身體，叫身體
服我，免得我傳了給別人，自
己反而落選了。 

 
7C 操練  提後 2:4-6 

 
當兵的人不讓世務纏身，為要
使那招兵的人歡喜。競賽的人
若不遵守規則，就不能得冠
冕。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嘗果實。 

 
8A 使命  太 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我吩咐你們的一切，
都要教導他們遵守。這樣，我
就常常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
代的終結。 

 
8B 使命  徒 1:8 

 
可是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
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要在耶
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8C 使命  西 1:28-29 

我們傳揚他，是用各樣的智
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為
了要使各人在基督裡得到完
全。我也為了這事勞苦，按著
他用大能在我心中運行的動
力，竭力奮鬥。 

 
9A 服事  可 10:45 

 
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
事，而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
命，作許多人的贖價。 

 
9B 服事  太 20:26-27 

 
但你們中間卻不要這樣；誰想
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要作
你們的僕役；誰想在你們中間
為首的，就要作你們的奴僕。 

 
9C 服事  腓 2:29-30 

因此，你們要在主裡歡歡喜喜
地接待他，也要尊重這樣的
人，因他為了基督的工作，冒
著生命的危險，差一點喪了
命，為的是要補滿你們服事我
不足的地方。 

 
10A 結果  約 15:8 

 
這樣，你們結出很多果子，我
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
我的門徒了。 

 
10B 結果  加 5:22-23 

 
但聖靈的果子是仁愛、喜樂、
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
是沒有律法禁止的。 

 
10C 結果  耶 17:7-8 

但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他所
信賴的，這人是有福的。他必像
一棵樹，栽種在水邊，樹根伸進
河裡；炎熱來到，並不害怕，樹
葉仍然繁茂；在荒旱之年，它不
掛慮，並且不斷結果子。 

 
11A 愛心  約 13:34-35 

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要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
如果你們彼此相愛，眾人就會
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11B 愛心 太 22:37-39 

 
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
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最重要的
第一條誡命。第二條也和它相
似，就是要愛人如己。 

 
11C 愛心  約壹 4:7 

 
親愛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因為愛是從 神那裡來的。凡
是愛人的，都是從 神生的，
並且認識神。 

 
12A 應許 路 18:29-30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
為神的國撇下房屋、妻子、弟
兄、父母或兒女，沒有不在今
世得許多倍，來世得永生的。 

 
12B 應許  太 4:19-20 

 
耶穌就對他們說：來跟從我，
我要使你們作得人的漁夫。他
們立刻撇下網，跟從了他。 

 
12C 應許  約 12:2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
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
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
果實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