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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小組門訓週聚會 （week of 09/12/10） 
 

歡迎來到 3G 小組的門訓週聚會，盼望在今天的聚集中，我們能夠一同享
受主裡的愛與情誼。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靠著神靠著神靠著神靠著神 

新 281 (Eb) 
 

靠著神 

我們心存勇敢 

因為祂將仇敵踐踏腳下 

來歡呼歌唱祂已勝利 

祂是王 

 

哦神，已經贏得勝利 

釋放祂的百姓 

祂的道已經制死仇敵 

全地要看見因為 

靠著神 (反覆) 

 

祂是王 

祂是王 

祂是王 

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 

新 241 (D) 
 

讓神的兒子以祂聖靈 

和祂愛來圍繞你 

讓祂充滿你心 

使你靈滿足 

讓祂擔負你一切掛慮 

賞賜平安的聖靈 

降臨在你生命中 

使你完全 

耶穌，主耶穌 

求充滿我們   (X2) 

 

哦，揚聲歡呼，歌唱讚美 

讓你心充滿喜樂 

舉起雙手，甘願順服祂的名 

將你的憂傷破碎心靈 

痛苦歲月交給祂 

你將靠著祂的名進入永生 

耶穌，主耶穌 

求充滿我們   (X2) 

我尊崇你我尊崇你我尊崇你我尊崇你    
新 144 (F) 

 

主耶和華你至高超乎全地 

你已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主耶和華你至高超乎全地 

你已被尊崇，遠超萬神之上 

我尊崇你，我尊崇你 

我尊崇你，哦主 

我尊崇你，我尊崇你 

我尊崇你，哦主 

 

二二二二.    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門訓小組 （（（（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同性小組，，，，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不超六人人人人）））） 

請組長將「門訓成長記錄」發給組員。並請組員同誦門訓小組守則 ── 
「善聽、寡言、恩慈、守密」；之後分散開始門訓小組。 

� 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 
輪流分享本週個人靈修心得（代上 22-28）。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承受地土））））──────── 詩詩詩詩 37 

1.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  
2.    因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乾。  
3.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  
4.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5.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6.    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7.    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  
8.    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  
9.    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  
10. 還有片時，惡人要歸於無有；你就是細察他的住處也要歸於無有。  
11. 但謙卑人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以豐盛的平安為樂。  
12. 惡人設謀害義人，又向他咬牙。  
13. 主要笑他，因見他受罰的日子將要來到。  
14. 惡人已經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窮乏的人，要殺害行動正直的人。  
15. 他們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們的弓必被折斷。  
16. 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  
17. 因為惡人的膀臂必被折斷；但耶和華是扶持義人。  
18. 耶和華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們的產業要存到永遠。  
19. 他們在急難的時候不致羞愧，在饑荒的日子必得飽足。  
20. 惡人卻要滅亡。耶和華的仇敵要像羊羔的脂油（或譯：像草地的華美）；他們要消
滅，要如煙消滅。  

21. 惡人借貸而不償還；義人卻恩待人，並且施捨。  
22. 蒙耶和華賜福的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被他咒詛的必被剪除。  
23. 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華也喜愛。  
24. 他雖失腳也不致全身仆倒，因為耶和華用手攙扶他（或譯：攙扶他的手）。  
25. 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卻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  
26. 他終日恩待人，借給人；他的後裔也蒙福！  
27. 你當離惡行善，就可永遠安居。  
28. 因為，耶和華喜愛公平，不撇棄他的聖民；他們永蒙保佑，但惡人的後裔必被剪除。  
29. 義人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永居其上。  
30. 義人的口談論智慧；他的舌頭講說公平。  
31. 神的律法在他心裡；他的腳總不滑跌。  
32. 惡人窺探義人，想要殺他。  
33. 耶和華必不撇他在惡人手中；當審判的時候，也不定他的罪。  
34. 你當等候耶和華，遵守他的道，他就抬舉你，使你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惡人被剪除的時候，你

必看見。  
35. 我見過惡人大有勢力，好像一根青翠樹在本土生發。  
36. 有人從那裡經過，不料，他沒有了；我也尋找他，卻尋不著。  
37. 你要細察那完全人，觀看那正直人，因為和平人有好結局。  
38. 至於犯法的人，必一同滅絕；惡人終必剪除。  
39. 但義人得救是由於耶和華；他在患難時作他們的營寨。  
40. 耶和華幫助他們，解救他們；他解救他們脫離惡人，把他們救出來，因為他們投靠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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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受地土」，是聖經中神給人一個特別的應許，神願意祂的兒

女們都能安然居住，以顯明祂是一個賜恩者，使祂的豐盛與慈愛得以

彰顯。因此在舊約中，神常以地土為賞賜，使人得地為業；在新約

中，耶穌也提到祂為我們在父神那裡預備地方（約 14:3），讓我們在

永恆中能安然居住。聖經提及「承受地土」共有七次，其中五次都出

現在詩篇 37 篇，因此我們察考這一詩篇，就能領悟關於承受地土的真

理。承受地土是有條件的，從詩篇 37 篇中可以歸納出三個承受地土的

條件： 

1. 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v9） 

• 等候，是神訓練祂兒女的方式之一，藉著等候，我們能學習如

何信靠神，相信祂的應許，等候的時間愈長，愈能鍛鍊我們對

神的信心。 

• 歷史中所有承受應許的人都必須透過等候來得著。譬如亞伯拉

罕用廿五年等候所應許的兒子；約瑟也等候了十多年才在埃及

得著所應許的尊位；摩西在米甸熬煉了 40 年才蒙神向他顯

現；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了 40 年，才得進入迦南；大衛被膏

為王許多年之後才真正被立為王；使徒保羅信主時領受一生異

象，卻在亞拉伯和大數待了十幾年。這些屬靈偉人在承受應許

之前，都經過漫長時間的等待。 

• 許多時候，神在賜下應許之後，會讓人經歷異象的破滅，用以

鍛鍊信心。以上所提及的信心偉人，在等候中都經歷了異象破

滅的階段，但是神的應許終究會實現。基督在十字架上，連父

神都掩面不看，是異象破滅最徹底的例子，但是祂的復活與升

天也顯明了最榮耀的結局。 

2. 謙卑人必承受地土（v11） 
• 此處的謙卑，英文 KJV 譯作 meek，包含有溫柔的意思。 

• 太 5:5 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所以

溫柔謙卑是承受地土的條件之一。 

• 謙卑不是「小看自己」，也不只是「少看自己」，而是「看清

自己」，因為徹底地意識到自己的有限、無能、不堪、殘破，

因而自然表現於外，不敢張狂、遮掩、使氣，因為知道自己沒

有那樣的地位，也就不會那樣行出來。 

• 溫柔謙卑的人，滿足於神所安排的環境，不堅持自己的權利。 

• 太 11:29 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

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 當我們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謙卑地承認我們什麼都沒有，一

切所有的都是領受來的，自然心存感恩，尊主為大，神也必樂

意將所應許的地土賜給我們。 

3. 義人必承受地土（v29） 
• 義人，即行義之人；此處更進一步，把惡人和義人的分別指明出

來：「惡人借貸而不償還；義人卻恩待人，並且施捨。」（v21）惡人欠

債故意不還，連該給的也不給，，但是義人所表現的，卻是恩待

人，不該給的也願意給，對需要的人肯施捨，對惡人更滿有恩慈。 

•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

5:44）因為「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

是這樣行嗎﹖」（太 5:46）。所以要存慈憐謙卑的心，甚至對逼迫

我們、攻擊我們的人，也要心存憐憫，並要為他祝福禱告．求神挽

回，好叫我們的良心沒有任何虧欠。我們若能如此行，在天上的冠

冕實在是大的。 

•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那些兵丁們禱告，「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曉得。」（路 23:34）是恩慈最高的表現。 

• 當我們為仇敵祝福的時候，要避免控告，也不僅是消極地求神使他

轉離惡行，而是把他擺在一個榮景中來祝福，祝福他被智慧所充

滿，使他反映出神的完美形像，因而貼近神的心意，出入蒙神賜

福。「祝福仇敵」，是實踐二里路的行動，也是行義至極的表現。 

☺☺☺☺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 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請每個組員先分享上次次次次「「「「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action items）。）。）。）。 

� 本週分享： 
1. 你是否在等候的過程中，曾經歷「異象的破滅」？請分享。 

2. 你能否描述一下，想像中謙卑的人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你渴慕謙卑

嗎？你覺得應該如何追求謙卑？ 

3. 惡人該給的不給，義人不該給的卻願意給。你是否曾操練為仇敵或

逼迫你的人祝福禱告？結果如何？ 

 

 

 

三三三三.    外展策劃外展策劃外展策劃外展策劃 （（（（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 代禱代禱代禱代禱    為有需要的組員禱告。 

� 籌畫外展活動籌畫外展活動籌畫外展活動籌畫外展活動    組長帶領組員討論、計畫小組外展方向。 

四四四四.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美國回歸真神復興禱告會於週日 9/19 舉行，國語聚會 3:00-500，英語

聚會 6:30-8:30。歡迎前往。地點 SF Airport Hilton Hotel, 600 Airport Blvd., Burlingame. 

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分享完畢畢畢畢，，，，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請務必填寫「「「「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門訓成長記錄」」」」的的的的「「「「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成長目標」」」」
（（（（Action Items）））），，，，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下次門訓週聚會，，，，再再再再回來回來回來回來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向大家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