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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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2014） 
 

歡迎來到 3G 小組門訓週聚會，透過今天的聚集，願大家都能被神的話語震
動，對復興和禱告充滿負擔和期望。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震動天地震動天地震動天地震動天地 

讚美之泉 12-23（G） 

 

哈利路亞，我們歡呼 

哈利路亞，我們慶賀 

主你戰勝黑暗權勢 

哈利路亞，我們歡呼 

哈利路亞，我們慶賀 

主你得勝，你已復活 

你要震動天地 

你必震動滄海旱地 

因萬國萬邦全都屬於你 

你使聖殿充滿榮耀 

榮耀大過榮耀 

你必賜平安 

必賜福這地 

  

我們呼求我們呼求我們呼求我們呼求 

讚美之泉 12-25（A） 

 

主我們同心在你面前 

以禱告尋求你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你 

 
1 主我們是屬你的子民 

   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回轉向你父神 

   也要看見復興 

 
2 主我們國家是屬於你 

   求你來掌管全地 

   願你來憐憫醫治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我們呼求你阿爸父 

設立你寶座在這地 

你必睜眼看側耳垂聽 

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你 

榮耀高舉你的聖名 

復興這地，全能的君王 

我們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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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10）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建造萬民禱告的殿建造萬民禱告的殿建造萬民禱告的殿建造萬民禱告的殿」 

1. 復興轉化的教會 ─ 

復興這字從原文直接翻過來是“God breathed 上帝吹氣”(創 2:7;結 37:4-

10；約 3:5-8;徒 2:1-4)在聖經中又翻成復興，囘轉，安舒，復甦，恢復，

更新等字。 

芬尼論説復興的重要性： 

• 復興是教會恢復被世人尊重的唯一道路 

• 除了復興沒有其他事物可以恢復基督徒的信心和愛心 

• 要免去上帝的審判，復興是必要的。 

• 除了復興沒有它法使軟弱的教會免於滅絕 

• 除了復興，教會無法成聖，在恩典中長進，合天國的要求。 

復興的攔阻出於内部的有： 

• 教義真理的偏差（自由神學，異端等） 

• 教義正確，但是信仰態度有偏差（形式化，理性主義等） 

• 執著於與真理無關的傳統和習慣 

• 領袖的生命有問題（權，錢，色）呼召變職業 

• 錯謬的靈，法利賽的靈，撒督該的靈（現在自由神學類

似），埃及的靈，巴蘭的靈，敵基督的靈等 

• 體制權柄的錯用 

• 著重好事工過於禱告著重好事工過於禱告著重好事工過於禱告著重好事工過於禱告，，，，著重經歷祝福過於聖潔和真誠悔改著重經歷祝福過於聖潔和真誠悔改著重經歷祝福過於聖潔和真誠悔改著重經歷祝福過於聖潔和真誠悔改 

如何為復興預備： 

• 激發對上帝國降臨的渴望（可 1:4-5; 3:7-8） 

• 藉著聖靈在人内心的感動或外在的苦難，使  神的兒女普遍

的悔改，破碎尋求  神（詩 139:23-24;  代下 7:13-14） 

• 大量建立弟兄姐妹真理的根基（路 24:44-45;  徒 1:3） 

• 尋求  神領受“時代性的信息”，有時是基本性的“悔改，聖潔”

的信息，有時從聖經中開啓新的信息（詩 119:18,130） 

• 大量而認真的禱告大量而認真的禱告大量而認真的禱告大量而認真的禱告（徒 1:14） 

• 預備合用的器皿 （復興器皿應有的特質：渴慕復興，並為

復興禱告；聖潔生活，美好品格；熟讀聖經，不偏離真理；

有勇氣，決心全力服事  神；對失喪靈魂有很深的負擔，並

迫切代禱；最特出的不是恩賜，而是與  主親密的關係；信

息出自生命，並且完全出於聖靈的感動；謙卑，將榮耀歸給  

神；沒有時代流行的不好性情，態度，價值觀，卻具有時代

急需合乎真理的好品格。 

復興彰顯時的特質，可據此判斷是否真是復興： 

• 出人意外（徒 2:2,7,12；賽 64:3） 

• 整個地區被驚動（徒 2:2,6） 

• 聖靈來了， 神強烈的同在，使人扎心悔改（徒 2:37；約

16:8-11） 

• 使徒性講道, 可以打破堅固營壘(徒 2: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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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彰顯時的特質（繼續） 

• 各種年齡層和類別的人被觸及，大量的人得救（徒 2:41,47） 

• 基督徒活出真實的生命和愛（徒 2:44-47） 

• 非基督徒都敬畏  神，喜愛教會（徒 2:43,47; 5:5,11,13） 

• 特別的神蹟（徒 2:43;5:15-16） 

• 被教會界的某些人反對（徒 4:1-3, 5-7） 

復興衰退的原因，從啓示錄二，三章及保羅書信中就可以得著提示： 

• 錯謬的教訓（錯謬的靈）（別迦摩，推亞推喇，歌羅西） 

• 失去起初的愛（以弗所） 

• 不冷不熱，自滿自足，世俗化（老底嘉） 

• 分門結黨，縱容罪惡，彼此爭訟（哥林多） 

• 律法主義（加拉太） 

• 有活動無生命，行爲不完全（撒狄） 

• 其它 

2. 建造充滿禱告的教會 ─所羅門聖殿的預表（摩西會幕-大衛會幕-所羅門的聖

殿）王上 8:27-53,代下 6:18 

八重祝福： 

1. 聖潔的火（代下 7:1-3） 

2. 榮耀降臨（代下 5:11-14; 7:1-2） 

3. 大能收割（徒 2:3,41） 

4. 堅固團隊（王上 4:1-19） 

5. 平安掌權（代上 22:9） 

6. 財富滿溢（王上 4:20-28; 10:14-25;代下 9:13-28) 

7. 智慧訓誨（王下 3:9, 4:29-34,代下 1:10-12） 

8. 新婦的愛（撒下 12:25；雅歌） 

 預備作業 

• 主任牧師得到“禱告教會”異象。 

• 找出教會中“禱告的人”並和他們一起禱告。 

• 評估過去禱告事工的成敗 

• 任命禱告事工的負責人（全職或帶職） 

• 收集有助禱告事工的書籍及資料 

• 和核心同工及代禱者為教會過去作認罪潔淨及醫治禱告 

• 在主日崇拜，小組等各種教會活動中傳遞禱告教會的異象，以及分

享禱告蒙應許的見證。 

• 派合適的人去參加外面的禱告研習會及聚會學習和觀摩。 

• 設計教會内的禱告訓練課程。 

• 求聖靈引導建立教會内的禱告事工。 

實做方法：  用最簡單的方法產生最大量的禱告，和信徒生活及教會事工相結

合。 

• 在現有聚會中增加禱告的時間 

• 方言，靈歌，禱讀，祈禱文 

• 簡單的家庭祭壇和職場祭壇 

• 小組中和小組外的三人禱告網 

• 一小時禱告中心和禱告室事工，會堂週間開放給不同小群來禱告。 

• 會堂周圍的密集行走禱告 

• 在主日收集禱告卡，教會以傳真，電郵收集禱告需要，放在禱告室給來

禱告的人禱告，也可以請禱告團隊來禱告。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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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聼了復興的信息後，你這週的生命和生活上有任何改變嗎？ 

２. 若要個人，小組，教會經驗復興，你想你應該如何做準備？ 

３. 要成爲一位勤奮的代禱者，你最大的難處在哪裏？現在大家就為這些列出

的難處禱告。 

 

 

 

 

1. 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禱告時段（（（（合組合組合組合組）））） 

弟兄姊妹合成一大組，同心禱告： 

1. 為 1312 地區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偶像、流血、欺壓、拜瑪門、道

德及法律各層面的罪） 

2. 為神在區域中掌權，聖靈能自由運行，使人心柔軟悔改。 

3. 為教會能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禱告。 

4. 為本小組的異象、發展，以及事工的突破性作法同心禱告、尋求。 

5. 為小組的擴展、興旺同心禱告。 

2. 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小組報告 

1. 杜岳昕和崔韵詩將於 11/16（週日）3:00pm 在教會舉行婚禮。歡迎參

加。 

2. 一年一度感恩火鍋餐會將於感恩節前夕 11/26（週三）晚上 7:00 在教

會舉行，餐會免費，請預留時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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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