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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星期五，9月3日

早上10点 第1场：上帝要赐下恩典和荣耀

早上10.40分 休息

早上10.55分 第2场：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真理

早上11.35分 午餐

下午1.05分 第3场：以敬拜上帝为中心的群体

下午1.45分 休息

下午2点 第4场：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管理

下午2.45分 第一天结束

第二天	 星期六，9月4日

早上10点 第5场：以上帝的智慧为中心的平衡

早上10.40分 休息

早上10.55分 第6场：以上帝之道为中心的破碎

早上11.35分 午餐

下午1.05分 第7场：活在上帝的恩典中，活出上帝的荣耀

下午1.50分 大会结束

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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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IDMC	2021!

IDMC 2021邀请你赴一趟充满天国活力的属灵朝圣之旅！我们不能漫不经心地生活，因为
这关系到很多重要之事！相反，我们必须活在上帝的面前，靠着上帝的力量、带着上帝的应
许、为着上帝的目的。

今年IDMC大会的主题是恩典与荣耀：天国生活的五大基本要素。

诗篇84:11（和合本）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耶和华神）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上帝要赐下恩典和荣耀。这是主赐予的两件最珍贵的礼物--我们的救赎之恩和我们命定的
荣耀。这就是天国生活的精髓！

那么，我们如何在当代世界中活出这种天国生活？

在本次大会上，我们将探讨天国生活的五大基本要素。

	

1.真理

我们珍视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真理。

我们相信，我们所处的最重要的世界是看不见的世界，而看不见的世界中最珍贵的物品是
真理。这真理乃从上帝的话语中昭示出来。

因此，我们致力于视《圣经》为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无误无谬的话语，是作为指导信徒生活
和实践的唯一权威。正是从《圣经》中，我们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基督的主权、人类
的失丧、祈祷的力量、上帝的国度等。故此，委身于上帝的话语，学道、行道、教道至关重要--
在天国里信徒皆祭司（以斯拉记7：10）。真正的《圣经》教导（致力于认识真理、践行真理和
宣扬真理）是生命转变的主要手段，也是有效地培养门徒的关键。

2.	群体

我们珍视以敬拜上帝为中心的群体。

最好的生命改变发生在社群中。社群塑造了世界观和文化。固然现实是独立于人的构造能
力，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往往是由社群构成的。因此，一个符合《圣经》教导的社群会促进
灵命成长，而一个机能失调的社群则会阻碍灵命成长。

如此，我们以《圣经》中教导的爱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天国生活是至关重要的（罗马书
12：9-17）。我们将探讨使徒保罗的指令，我称之为‘天国之十大爱的守则’。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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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家职分

我们珍视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管理。

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说，我们不是主人，而是管家。我们被要求忠于两方面的管理：福音的
管理和我们资源的管理（即我们的时间、才智和财富）。为此，我们必须以终为始。

所以，我们将探讨彼得的劝勉：“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前书4:7-11）。作为上帝的管家， 
我们的任务既有紧迫性，也有责任感。上帝呼召我们善用我们的资源来扩展祂的国度，使
我们能忠于对福音的管家职责。

4.平衡

我们珍视以上帝的智慧为中心的平衡。

在一个容易产生极端主义的世界里，我们寻求一种合乎《圣经》的平衡。我们认为，我们必
须以怜悯和有智慧的洞察力来处理人生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样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

故此，我们将探讨雅各的呼吁，即“以上头来的智慧生活”（雅各书3:13-18）。许多时候， 
生活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我们寻求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并在不损害《圣经》完
整性的前提下，调整平衡立场，以打造事工的有效性和文化关联性。

5.破碎

我们珍视以上帝之道为中心的破碎。

通往各各他的道路是一个谦卑和破碎自我的门训之旅。我们把我们的指南针指向上帝。 
但在生活中，常有多种声音。其中有令人分散注意力的、令人沮丧的、也有使人衰落的声
音。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一些时候上帝似乎离我们很远！

因此，天国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是重新确立“破碎”是门训的第一原则。《诗篇》第10篇给了
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告诉我们如何以谦卑和破碎的姿态行走其间，并取得胜利！

确实，上帝的救赎计划主要有双重目的：失丧之人的救赎和得救之人的命定。而这一点在
祂的奇异恩典和祂的奇妙荣耀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伟大的日子即将到来，

曾金发 
圣约播道会领袖导师 
精心门训教会（IDMC）全球联盟创始人

督导领袖。倍增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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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讲员

曾麦翠莲牧师积极地与她的丈夫，曾金发牧师，配搭服事，一起在全球推
动精心门训教会（IDMC）异象。

她是一位有天赋的领袖和教师，在圣约播道会开拓了许多事工，其中包括圣约
播道会的妇女事工。因为曾亲身经历苦难，在她多年的事奉中，她一直能够对人产生

深切的同理心，并给予许多前来咨询她的人明智的劝导。

曾麦翠莲牧师是一位职业教育工作者。她毕业于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1994年获基督教教
育文学硕士（荣誉）学位。她也曾在香港、澳大利亚、美国和伦敦进行督导、证道和教学。

她与丈夫曾金发牧师合著了四部门训圣经学习系列课程，《根基与翅膀》、《生命与传承》、 
《信心与灵火》，以及最新出版的《恩典与荣耀》。 

曾金发牧师 
圣约播道会领袖导师 

精心门训教会（IDMC）全球联盟创始人

曾麦翠莲牧师 
圣约播道会协里牧师 

精心门训教会（IDMC）全球联盟执行主任

曾金发牧师拥有双重的服事热忱--释经讲道和领袖督导。他对《圣经》教
导的独特见解使他成为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广受欢迎的讲员，所以人们往往

必须提前3-5年才能邀请到他。

在担任圣约播道会（CEFC）的主任牧师25年后，曾牧师于2012年1月成功进行他的
领袖继任计划。现在，作为CEFC的领袖导师和精心门训教会（IDMC）全球联盟的创始

人，他继续督导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高层领导，其中包括企业总裁、资深牧者、宗派领袖、
神学教育家，以及不同机构的国家和区域领导。 

曾牧师撰写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扎根于神》（2002年）、《督导方针》（2008年）、 
《扎根于信心》（2010年）、《内在生活陶冶》（2011年）、《某确类》（2013年）、《彻底翻转的

门徒训练》（2014年）、《生命与传承》（2015年）、《门徒与宣教》（2016年）、《信心与灵火》
（2018年）和《恩典与荣耀》（2021年）。

曾牧师自与Ann（麦翠莲）师母结婚以来，她就一直积极地辅助他在世界各地服事。他们育
有两位可爱的千金，Amanda（思恩）和 Belicia（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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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强牧师是圣约播道会（Covenant EFC）的主任牧师。他有牧者领袖
的心肠，喜欢看见人发掘他们在上帝里的全部潜能。他从1993年开始担任

教牧工作，作为一个领导者和上帝话语的传道人，他的成长激励了许多人。

陈启强牧师于1993年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后，就被Covenant EFC按立传道。不久
之后，陈牧师就负责监管教会的家庭生活事工，也由此发掘了他一生的召命。1999年，

作为社区外展事工的牧者，他开创了新生命社区服务中心，也就是Covenant EFC的社区
服务事工。

2013年，陈启强牧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超越自我的传承：某确类的家庭》。

陈启强牧师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看到男士们通过 Covenant EFC 的弟兄事工在敬虔上长
进。目前陈牧师是新加坡弟兄事工网络的教牧顾问。

陈启强牧师与师母 Diana 十分乐于带领及督导Covenant EFC 里外的小组。他们育有两位
可爱的千金，Hilda 和 Hazel。

陈启强牧师 
主任牧师 

圣约播道会



第1场

上帝要赐下	
恩典和荣耀
曾麦翠莲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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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有一真理可以让我们感到宽慰：

上帝要赐下恩典和荣耀！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耶和华神）要赐下恩惠和荣耀。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篇84:11（和合本)

从这节经文中有三个宣言：

宣言1：我们的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两个图像）

日头：shemesh

盾牌：magen 

宣言2：上帝要赐下恩典和荣耀

恩典：hen 

荣耀：kabod

宣言3：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好处：tob

第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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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有两个坚定的信念来巩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A.	上帝的恩典是美好的：

a. 真正的恩典--来自仁慈的上帝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出埃及记 34:6

b. 真正的信心--来自于对上帝的信任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9

B.	上帝的荣耀是伟大的：

a. 只要相信--我们将看到祂的荣耀！

   “...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11:40

b. 只要信靠--我们将体验到祂的胜利！

   “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以赛亚书58:8



恩典与荣耀     IDMC 2021  |  12

结语：

1.	生活在上帝奇妙的恩典之下

在上帝的恩典下改变的生命

“我们要求上帝改变的环境往往就是上帝用来改变我们的环境。”-- 马克。巴特尔森
（Mark Batterson）

2.	生活在上帝辉煌的荣耀之下

永不满足的渴望，住在上帝的殿內

“被真理照亮的心，唤醒了意识；被爱经营的心，唤醒了激情。请允许我再说一遍--心灵
的这种基本能量不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狂喜、高涨的情绪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它是对
上帝的强烈渴望，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决心，要不折不扣的活在我们的爱与被爱中。”-- 
布仁南。曼宁（Brennan Manning）



第2场

以上帝的	
话语为中心	
的真理
以斯拉记7:10

曾金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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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五大核心价值观—天国生活的基本要素 

2. 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和大卫。诺瓦克（David Novak）

第一基本要素：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真理！

对真理需作出三项承诺（以斯拉记7:10）：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记7:10

A.	“考究”：有鉴别力的追求--我们要知道的！

1. 作为学习者的教师！ 

2. 考究什么？圣经！

关于圣经的五大要领（诗篇119：160）

a. 圣经是                                                                                                   

b. 圣经是                                                                                                   

c. 圣经是为了我们的                                                                                

d. 圣经是                                                                                                   

e. 圣经是                                                                                                   

第2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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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细想圣经的独特性。

4. 克服三个常见的借口

a. “我没有时间！”

b. “这需要付出太多努力！”

c. “我读不懂圣经。”

B.	“遵行”：有意的服从--我们要如何成长！

1. “让你的价值观变得有意义”--帕特里克。伦乔尼（Patrick Lencioni）

2. “教导他们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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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训”：确定的转移--我们所需要的！

1. 我们是信徒皆祭司！

2. 需要“传承！”

--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

a. 吸引他们的                                                                

b. 激发他们的                                                                

c. 重新引导他们的                                                         

d. 加深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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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西对下一代的关注 (申命记)

结语。

你关注的是什么？



第3场

以敬拜	
上帝为中心	
的群体
罗马书12:9-17

曾金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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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门训教会之使命的重要关键！

2. 在细察基督徒群体这一主题时，我想与你探讨四大主要考虑因素：

a. 不团结的严重功能障碍

b. 爱是任何团结运动的核心

c. 天国之十大爱的守则

d. 有使命感的教会的团结力量

A.	不团结的严重功能障碍

不团结是有害的，原因有四：

1. 它分裂基督的身体

                                                                                                        

2. 它传播不信任和怀疑的文化

                                                                                                        

3. 它使竞争和纷争浮出水面

                                                                                                        

4. 它损害我们的使命，使主的名蒙羞。

                                                                                                        

第3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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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爱是任何团结运动的核心

1.“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2. 衡量事工的标准是爱!

C.	天国之十大爱的守则

1. 公义守则（第9节） 

“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2. 恭敬守则（第10节）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3. 殷勤守则（第11节）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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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祈祷守则（第12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5. 接待守则（第13节）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6. 祝福守则（第14节）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7. 同理心守则（第15节）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8. 同心守则（第16节）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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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谦逊守则（第16节） 

“...要俯就卑微的人。”

10. 非报复性守则（第17节）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D.	有使命感的教会的团结力量

1. 在一个全球倡议中，教会增加了2000万名新信徒！

2. 其他全球倡议...

a. 振兴100万间教会！

b. 教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青年集会！

c. 教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祷告聚会!

结语。

一切始于敬拜！



第4场

以上帝的	
旨意为中心	
的管理
彼得前书4:7-11

曾金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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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我对门徒训练的四个基本信念...

2. 迫切性的动力--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

学习彼得在彼得前书4:7-11中的热情呼吁 

在他的信息中，有四个重要含义：

A.	以终为始

	--因为这必须是我们的指南针!

“万物的结局近了”

1. 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没有目标地活着。

2. 为了谁的荣耀？

第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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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铭记主的再来

--因为这必须是我们的信念!

“万物的结局近了”

1. 要通达时务！

2. 要做好准备!

C.	保持警觉和清醒

--因为这必须是我们的委身!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

1. 保持警觉。保持警惕。保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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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个实际应用：

a. 警醒的重点不仅仅是事件--而首先是我们自己。

b. 不要把重点放在次要上。

c. 不要被那些不能持久的东西所累。

d. 不要措手不及！

e. 谨防成瘾和网罗！

f. 没有人可以免于未来的挑战！

g. 这不仅仅是警觉性，而是关乎保持警觉性。

h. 不要忽略祷告!

注：所有这八项应用皆来自于耶稣，它们都可以在路加福音21:34-36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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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做一个忠实的管家

--因为这必须是我们的贡献!

“作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1. 简历美德和悼词美德

2. 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贡献者生活

结语。

要为真正重要的而活！



第5场

以上帝的	
智慧为中心	
的平衡
雅各书3:13-18

一个指南针	一个整合	

曾金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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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平衡智慧的必要性

2. 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3:13-18）

我想重新探讨雅各书3:13-18！我们可以通过两片反射镜看这段经文，就能更欣赏它：

A.	清晰的教学法

真智慧的7个特点：

1. 上帝的智慧是清洁的。

2. 上帝的智慧是和平的。

3. 上帝的智慧是温良柔顺的。

第5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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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帝的智慧是合理的。

5. 上帝的智慧是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的。

6. 上帝的智慧是公正的。 

7. 上帝的智慧是真诚的。

B.	对比的教学法

真智慧和假智慧有三个鲜明对比：

1.	向内维度。心态的对比。

--回答了这个问题：“什么东西会损害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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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上维度。来源的对比。

--回答了这个问题：“真智慧在哪里找到？”

3.	向外维度。结果的对比。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智慧？”

结语。

从上头来的智慧！



第6场

以上帝	
之道为中心	
的破碎
诗篇10

曾金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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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有许多声音。

2. 令人困惑的问题：上帝不存在

以新的眼光看诗篇10。 

当困难来临时要牢记两大重要原则！

A.	当困难来临时，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诗人降服于全能上帝的奥秘，转而将注意力转向揭露人狂妄的世界观及其错误的神学。

诗篇10着重指出了我们对于上帝似乎不存在的三种愚昧态度：

1.	人对上帝的否定--“没有上帝可追随”（第4节）

2.	人对上帝的轻慢--“没有忠诚可言”(第11节)

3.	人对上帝的驯化--“没有交账可惧”(第13节)

第6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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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困难来临时，我们的回应很重要! 
现在，虔诚的诗人纠正了错误！他以建立在三个神学基础上的敬虔世界观做出了正确

的回应（第16-18节）：

1.	上帝掌权！（第16节)

a. 上帝掌权！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

b. 上帝永远掌权！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 

2.	上帝关心！（第17节）

a. 知道的上帝

    “耶和华啊，困苦人的心愿你已经听见”（新译本）

b. 赐予能力的神

    “你必坚固他们的心”（新译本）

c. 关心的上帝

    “你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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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帝是公正的，并将实现祂的救赎目的！（第18节)

a. 在诗篇10中，上帝说，“我在这里。我在乎。而且我是公正的！”

    “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

b. 你怎么确定？只要看一看十字架！

     哇！上帝终究并非不存在！！！

结语。

生活中常有多种声音--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第7场

活在上帝的	
恩典中，活出	
上帝的荣耀
帖撒罗尼迦后书1:11-12

陈启强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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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恩典和荣耀的朝圣之旅，通过天国生活的五大基本要素组成...

2. 如何活在IGG（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和活出FGG（活出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承诺：

A.	                                               	将保全你最终的呼召和命定（第11节上）

“...求我们的上帝使你们不至於辜负祂的呼召...”（现代译本）

B.	                                              	将完善你现在的生活和事工（第11节下）

 “...愿祂用祂的能力，来帮助你们实现一切向善的志愿，成就你们凭信心所做的工作...”

（现代译本）

结语。

一个更崇高、更高尚的动机：#IGG	/	FGG！

第7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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