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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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014） 
 

歡迎來到 3G 小組門訓週聚會。在今天的聚集中，願神的愛充滿在我們當
中，使大家心被恩感，口唱心和來讚美主。 

一一一一.    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讚美敬拜  

從太陽出來之地從太陽出來之地從太陽出來之地從太陽出來之地 

新 56 (F) 
 

從太陽出來之地 

直到日落處的那邊 

主的名當讚美的  (X2) 
 

讚美主名 

神的兒女要讚美 

讚美主的聖名 

讚美主聖名 

從今時直到永遠 

讚美主的聖名 
  

獨行奇事的神獨行奇事的神獨行奇事的神獨行奇事的神    
新 262 (F) 

 
獨行奇事的神，以色列上帝  (X2) 

祂榮耀的名當稱頌 (X2) 

願祂的榮耀永遠充滿全地 

願祂的榮耀永遠充滿全地，阿們 

阿們，阿們，阿們 

獨行奇事的神以色列上帝 

獨行奇事的神以色列上帝 

阿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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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 

� 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信息分享  ────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徒 1:4-8, 12-15a；2:1-4, 40-42, 46, 47 

耶穌復活後，最後一次顯現時 門徒問耶穌 「主啊，祢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

嗎？」以色列人因為在羅馬的統治之下，心中渴望國家復興。耶穌升天之後，門徒們聚

集，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等候復興，後來聖靈在五旬節降臨，福音被傳開，信主的人如

爆炸般的增長，開啟了教會時代。 

迎接復興的關鍵：要渴慕，要等候，要同心禱告。 

1. 要渴慕 

����  門徒渴慕復興 

� 門徒 徒 1:6，可見門徒所關切盼望的，就是以色列國

的復興 以色列人歷經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統治，盼望彌賽

亞能帶領他們建立強大的國家，他們只想到政治上的彌賽亞，但神

的復興是整全的，深度是達於人的生命，讓人認罪悔改歸向神，廣

度則包括整個教會和社會，社會秩序和道德也會產生根本的變化。 

� 我們今天談復興，也要準確，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樣模糊焦點，復興

的最終目的不是追求恩賜的彰顯、病得醫治，或聖靈充滿，這些都

是工具，卻不是最終目標，復興是「回轉向神回轉向神回轉向神回轉向神、、、、像神像神像神像神」 詩 80:3
當我們脫離罪，恢復神在我們身上的榮耀形像，回轉歸向神，這才

是終極目標。 

� 另方面，被聖靈充滿也很重要，就像汽車加足了汽油一樣，帶來能

力。徒 1:8 中，耶穌也告訴門徒會得著聖靈， 的是要為主作見

證，並且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生命回轉向神、像神。所以當我們面

對福音大使命，一個屬靈艱鉅的任務時，必需要有從上頭來的能

力，否則雖持定目標，好像 GPS 定好了目的地，但車子卻沒有汽

油，仍然不能把福音傳開。當門徒們被聖靈充滿後，傳福音就有了

截然不同的果效。彼得講道大有能力，使人扎心；使徒們醫病趕

鬼，見證所傳的道，帶下神的國度；司提反為主殉道也大有能力。 

����   初代教會的復興 

� 我們看到初代教會，當復興來臨時的景象：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覺得扎心覺得扎心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

們，我們當怎樣行當怎樣行當怎樣行當怎樣行？』」（徒 2:37）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 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
心遵守使徒的教訓遵守使徒的教訓遵守使徒的教訓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交接交接交接，擘餅擘餅擘餅擘餅，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徒 2:41,42）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歡喜誠實歡喜誠實歡喜誠實歡喜誠實的

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得眾民的喜愛得眾民的喜愛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

們們們們。」（徒 2:46,47） 
人們聽了道就扎心、努力要瞭解神的旨意、遵行神旨意，並且開始

愛團契聚會、愛禱告、歡喜又單純、愛讚美、他們得眾民的喜愛

（在社會上有好名聲）、吸引大量的人悔改受洗歸主。 

���� 1312 需要復興 

� 教會 2006 年位於 Los Altos，因被迫搬遷而尋求神的心意，領受

1312 復興異象。經過詩篇 60 篇的印證，北聖荷西谷有１萬２千個

中國人，是神要我們耕耘的禾場。 

� 後來慈濟把建築買去，我們在環境上更為艱難，但大家卻極其儆

醒，靈裡充滿了能力，讓我們能同心合意，後來買 會建築的

見證，更再次印證 1312 異象。 

� 今年 2/16 教會在 1312 區域用學校巴士行進禱告時，神又藉著雲霧

的十字架來印證，這正是我們的禾場 我們要渴慕、期待 1312 的

復興。 

2. 要等候 

����  復興需要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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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
等候父所應許的…」（徒 1:4） 

� 門徒們在耶路撒冷馬可樓上禱告，將近十天，後來聖靈降臨，福音

大爆炸，3000 人、5000 人信主，當他們禱告時，可能不知道在等

甚麼，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一天一天的過，神給他們的吩咐是「不

要離開」、「要等候」，時間到了，神的工作就顯出來。 

� 「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徒 1:7）神喜歡鍛鍊人的信心，常常要人等，假設知道復興一年

以後來，我們可能會懶懶散散過十一個月，最後一個月再努力禁食

禱告，但神很有智慧，祂不告訴我們，所以任何時候都要儆醒。 

� 我們在 11/22/2007 搬遷進 1312，我們為 復興已經禱告了整整

7 年，我們經歷了許多的磨煉，但神的旨意 我們對這異象的堅持

始終沒有改變，1312 的復興不是希望 而是「應許」。藉著這次

復興特會，我們對地區的復興與轉化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也有了比

較具體可行的步驟，重新激起我們對地區復興的熱火。 

� 我們一方面渴慕，另方面也尊重神在時間上的主權，但祂既然有呼

召、有應許，我們就安心等待。 

3. 要同心禱告 ─ 

����  門徒以禱告來等候 

� 在等候之時，門徒「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徒 1:14） 

� 神在復興一個城市前，會先呼召 感動人來禱告 有一條「復興定

律」，復興必須藉著禱告來鋪路，透過禱告復興才會發生，表面上

是禱告成就了復興，其實是神先激動人去禱告，然後復興才 禱告

中降臨（所以我們不能說都是因為我禱告，所以復興才發生的）。 

� 心中有負擔，就是復興要來的證據──（來 11:1） 

� 禱告到哪裡，復興就到哪裡 反之，若是神給了感動，而不禱告，

便攔阻了復興。我們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向祂交帳，神給了我們異

象和負擔，又給我們一個教堂，豐豐富富的供應我們，就是要我們

忠心持守託付給我們的異象，我們不能隨便就應付過去。 

���� 要恆 

� 持恆，不停止，沒有看見所應許的復興，就不能停止，門徒不知道

要禱告多久，只能抓著應許，一直等候。好像我們當初買這個會

堂，等拍賣等了 8 個月一樣，在當中誰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們就

是持續地禱告。 

����  要切 

� 迫切，緊緊抓著神的應許，知道我們甚麼都不能做，但是靠禱告神

要成就大事。神要人禱告，就是要人覺悟，認識自己的缺乏、無

能，禱告的起點是自卑 請讀代下 7:14。  

� 身在矽谷，傳福音不是件容易事，我們惟有向神承認，對福音的荒

涼我們毫無能力，除非神主動來復興 也求神激動我們更渴慕祂。 

���� 要同心合意 

� 當時門徒約 120 人聚集同心合意的禱告，也差不多和我們教會人數

相當，大家聯結起來禱告，為復興鋪路，是一幅極美的圖畫。 

� 在禱告會上，我們將 1312 被劃分成 16 個區域，每個人認領一區來

禱告，預備花 3、4 個月的時間，為每一分區的每一條街道來禱

告，家住 1312 地區的人先認領自己家所在的區域，剩下的人再拿

其餘區域，我們有時間都應該去所認領的區域行進禱告，並親眼認

識該區域。禱告的內容包含：宣告神的權柄、為街上居民認罪、為

聖靈運行、為地區平安、為區內教會祝福。 

� 特會錄影帶提及新澤西州 Newark 城的轉化故事──這個城市在

1996 年被財富雜誌列為最危險的地方，2007 年開始，教會聯合起

來作認領街道禱告，他們把整個城市分成 21 區，每天每一條街道

都有人守望禱告，最初有 33%的街道被認領，而他們發現兇殺案同

時也大幅下降至 33%，後來，街道認領禱告運動再次全力推動，每

一條街道都被認領，達到 100%，居然整個月都沒有殺人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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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是迎接復興的關鍵？復興最終的目的為何？哪些是有偏差的看法？ 

２. 請描述初代教會，復興來臨的景象。 

３. 最近教會積極推動復興 1312 地區，你的屬靈生命有些什 改變？你覺得

別人感覺的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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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返回聚集成一大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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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聖誕晚會「哈利路亞，聖誕饗宴」將於 12/13（週六）晚上 7:00

舉行，請預留時間參加，並利用邀請卡多多邀請親友同事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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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向大家向大家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