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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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8/2014） 
 

歡迎參加 3G 小組門訓週聚會，盼望今天在各個家庭中的聚集，充充滿滿有
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也能彼此建立，並享受一個溫馨的聚會。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我們成為一家人我們成為一家人我們成為一家人我們成為一家人 

其他 － 70（Bb）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得潔淨，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享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因著耶穌同敬拜，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同渡人生的風浪 
 

我的救贖者活著我的救贖者活著我的救贖者活著我的救贖者活著 

讚美之泉 02-12（Ａ）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必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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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20-26）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祂是我們的和睦祂是我們的和睦祂是我們的和睦祂是我們的和睦」 

經文﹕弗 2:11-18 

 11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
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
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13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
親近了。 

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將兩下合而為
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
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原文原文原文原文：：：：在在在在
一體中一體中一體中一體中］］］］，與神和好了， 

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原文原文原文原文：：：：在一個靈裡在一個靈裡在一個靈裡在一個靈裡］］］］，得以進到

父面前。 

 
1. 祂是神與人之間的和睦 ─ 

���� 人與神為敵的關係 

� 請讀第 12 節──沒有盼望，沒有神 

� 請讀羅馬書 1: 18 

� 這個世界是神的家，由神所創造，主權屬神──「起初，神

創造天地。」（創 1:1）、「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

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 24:1）但人住在其間，自立

為王，任意破壞，違背神的心意，干犯了神，惹動神的怒氣 

� 請讀約翰福音 3:36 

���� 關係的恢復 

� 請讀第 13 節 

� 耶穌成為挽回祭（propitiation），平息了神的憤怒─請讀約

翰一書 4:10 

� 此乃惟一的解決方法，因為解決被干犯者的怒氣，應由被干

犯者開條件 請讀使徒行傳 4:12 

���� 代價：自己身體 

� （v13b）──「…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 藉著耶穌的死，得與神和好，化敵為友── 請讀羅 5:10 

� 神被干犯，祂給人一條解決怒氣的路，不是坐牢、罰款、勞

動服務，而是叫祂的愛子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而死，

然後要求我們承認 (1)我們得罪了神 (2)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 

� 我們干犯了造物主，你接受這個事實嗎？若能，現在這一位

主只給了人一個解決方法，其中充滿了恩慈，祂不要你付代

價，因為你付不起，除了接受，你沒有選擇… 你願意嗎? 

2. 祂是人與人之間的和睦─ 

���� 初代教會中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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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讀第 14 節 

� 從上下文來說，這「兩下」是指外邦人和猶太人，「牆」是

指猶太人的律法和傳承，將外邦人擋在外面 

� 猶太人向來以神的選民自居，對割禮；律法；祭司制度，非

常引以為傲 。 對外邦人視為不潔。 

� 徒 10 記載，神打發一個意大利營百夫長哥尼流去請彼得到

他的家中，神用異象來引導他，讓他看見一塊大布繫著四

角，縋在地上，裏面有各樣走獸、昆蟲和飛鳥，有聲音要他

宰了吃。彼得不願吃不潔物 ，一連三次，後來聖靈指示彼

得要去哥尼流家，他去了之後，一講完道，就看見聖靈澆灌

在外邦人當中。請讀徒 10:44-48 

後來彼得上耶路撒冷，與未受割禮之人一同吃飯 ，受到質

詢（徒 11:3），彼得就講解在哥尼流家所發生的事，這些

歸主的猶太人才改變態度  請讀徒 11:18  

� 信主以後，外邦人要不要守猶太人的規條，如割禮等？許多

猶太人覺得應該遵守全套律法，保羅和巴拿巴與他們爭辯起

來，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長老， 也意見分歧，後來聖靈感

動彼得和雅各，讓他們看見不需要把他們祖宗和他們自己都

不能負的軛加在外邦門徒的頸項上。請讀徒 15:11；19，

20） 

� 律法的規條，曾經是一座「牆」，將猶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

徒分隔，這堵牆已經因為基督耶穌的身體，在十字架上所成

就的救恩而拆毀。今天，外邦和猶太人的基督徒都不是靠守

律法得救， 這「兩下」都在基督耶穌裡 ，靠著耶穌十字架

上的救恩而得救 

���� 家庭內的高牆──「理」的高牆 

� 今天的人際關係中有太多的高牆，尤其在家中，夫妻之間、

親子之間、婆媳之間 

� 這個牆常是我們所堅持的「理」， 當時猶太人堅持律法規

條一般，覺得 應該如何 但是每個人站的角度不同，都

有理，大家所堅持的「理」便成一道高牆，造成關係破裂 

� 在家庭中，還有一個比「理」更重要的東西， 是耶穌的十

字架，耶穌無罪，被釘十字架一點都沒道理，但就因為這個

出於愛的犧牲、放下，超越了律法的「理」，最後，猶太人

和外邦人都不靠律法得救，人以為的「理」沒有生命，惟有

十字架才能拆毀中間隔斷的牆  

���� 從「兩下」到「一體」──本段經文中「兩下」提到四次，指明四

個步驟：拆毀、建造、和好、傳揚 

1. 第 14 節── 拆毀 

2. 第 15 節── 建造 

3. 第 16 節── 和好 

請讀馬太福音 5:23-24 以及彼前 3:7 

4. 第 17，18 節── 傳揚，［同感一靈、在一個靈裡同工］ 

1. 拆毀──當夫妻放下「理」，放下堅持，拆毀高牆，就

能經歷第一步 
2. 建造──因為合 ，不再是「兩下」， 造成一個

新人，創造了一個新的合成體，成為更新的家庭，從死

復活一般，有全新的面貌 
3. 和好──夫妻二人和好，透過十字架的經歷，真正與神

和好 
4. 傳揚─在同感一靈的基礎上來服事神，傳揚和平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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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週分享：    

１. 信息中講到有幾道什 樣的牆？如何得以拆毀這些牆？ 

２. 請比較並列出在牆沒拆，和拆後，接受和沒有接受基督的救恩前，我們

各方面的地位和光景如何？ 

３. 在你的生命中若還有想拆而未拆的牆，可以寫下拆牆的一些步驟嗎？ 

４.  有什 拆牆的見證可以分享嗎？ 
 
 

 

 

1. 外展策劃外展策劃外展策劃外展策劃 （（（（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1. 請花一些時間尋求小組的異象，並為外展的目標群眾和方向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十月 份開 始 North Valley 的 小 組 將 分殖 為 二個 小組 ，分 別由

Atlas/Wavin 和 Macolm/Kelly 帶領。 

2. 為 11/1-2 台灣的朱柬牧師遠道前來教會主領復興特會「華人復興與

矽谷轉化」，請踴躍參加 ；並考慮參與連鎖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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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