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聖靈週–
聖靈週–湧流在聖靈的江河中
⺝
2018 年五

25、26 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6/3 為高中畢業生禱告
- 6/9 醫治禱告課程上第二堂課，請第一堂課的學生務必參加
- 6/10 受洗典禮，受洗班 5/20-6/3 上午 11:15@G6
- 6/17 父親節，金色年華獻詩，並有堂外照相
- 6/22-24 初中生退修會，網上報名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工程禱告:
。AVL 設備順利交貨運到，並 city 的
使用執照能如期取得。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語
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繼續為 Shekinah 內部的建築工程禱

告，求主賜平安給施工的管理人，保守工人的安全，讓之後的
各個工程可以順利按期完成

1.

2.

本週主題: 湧流在聖靈的江河中
經文:約翰福音 11:40
背誦經文: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
榮耀麼？』」

（約 11:40）

一、 渴望看見神的榮耀（約 11:40）：
11:40）：
A. 世人都
世人都虧欠神的榮耀（羅 3:23）：
3:23）：

(請先讀 約 11:40 再讀下文)
羅馬書 3:23「因為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在 1992，南加州有一

個黑人名叫 Rodney King 犯案被捕時，被警察毒打，後來
那些警察被判無罪，造成整個黑人社區暴動，他們進入商
店搶劫，燃燒許多街頭的車子。韓國商店的老闆，為了保

屋頂上守望，看著電視播放這
些場面，我心想這是什麼世界啊！這可能是美國嗎？人罪
惡的彰顯到讓人無法忍受，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景象，忽然
間，從那天開始，我心中就很深的渴望，我說：“主啊！
我已經看夠了這世界罪惡的彰顯，什麼時候我才能夠看見
祢榮耀彰顯。”因為只有神的榮耀彰顯才能改變一切。
B. 神的榮耀（約 11:40）：
11:40）：約翰福音 11:40「耶穌說：『我
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神的
榮耀不是很抽象的，是可以看得見的。 神的榮耀就是神的
本身。當主耶穌登山變像，神的榮耀彰顯出來，彼得看見
了，他看見了摩西跟以利亞顯現在那裡，他也看見神的雲
彩顯明出來，雲彩代表神的榮耀。神的榮耀不是神的作
為，然而，神的作為卻可以顯出神的榮耀。 當以色列人在
曠野的時候，神對摩西說「明天早上，你們要看見我的榮
耀。」隔天的早上，神降下嗎哪供養以色列人。神的作為
讓以色列人看到神的榮耀。
二、 當神的榮耀彰顯的時候
當神的榮耀彰顯的時候，神蹟奇事是自動發生的，神自己要成
就祂偉大奇妙的作為，在那時候，有三方面的事情要發生：
A. 神要藉著祂的名字向你顯現：
神要藉著祂的名字向你顯現： 神的榮耀就是祂自己，而
神的名字也是顯明祂的屬性，神藉著祂的名字來向我們顯
現，讓我們藉著祂的名字，經歷祂的榮耀的彰顯。神的名
字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原文裡面是“I AM”，就是英文的
be 動詞的現在式，祂是永遠活在現在的。另外，聖經裡向
我們啟示了許多神的名字，如：耶和華以勒、耶和華拉
法、耶和華尼西。神用祂的名字向我們顯現。在一個聚會
當中，神常常用不同的名字向不同的人來顯現。 神就藉那
每一個名字所代表神的本質跟屬性向人顯現。
護自己的商店，拿著槍站在

B. 神要扭轉屬靈
神要扭轉屬靈的
轉屬靈的氣氛：當神的榮耀彰顯出來，整個氣氛改
變了，立刻有一個屬靈環境的改變。啟示錄 4:5「有閃
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
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這裏說“有閃電、聲音、雷
轟從寶座中發出”。換句話說，神的榮耀彰顯的時候，人
在這時候有什麼反應呢？
1. 敬畏的心：當所羅門王建完聖殿之後，神的榮耀彰顯出
來，祭司們就不能站立，因為神在這裡；初代教會，神
的榮耀彰顯出來，神蹟奇事在發生，聖經說，眾人就都
敬畏。神的榮耀彰顯的時候，人開始心存敬畏。
2. 渴慕聖潔：當神榮耀向人彰顯時，人看見自己的污穢，
心裏有一種深深的渴慕，渴慕聖潔像神一樣。
3. 敬拜及喜樂：當神的榮耀彰顯的時候，你就情不自禁的
敬拜，就像剛才你敬拜，你不想停止，你情不自禁地繼
續下去。你想敬拜祂，你想不停的來敬拜祂。

C. 神的榮
神的榮耀要帶領
耀要帶領我
帶領我們不斷向前（林後
向前（林後 3:1）：
3:1）：神在不同的
時代，用不同方式來彰顯。 神的榮耀不會停留，人喜歡追
溯神過去的工作，但多少的靈恩運動一個一個過去了，不
必紀念從前的事情，不要停留在過去，因為神要做新的工
作。林後 3:18「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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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你就是「帶著神榮耀的人
你就是「帶著神榮耀的人」
「帶著神榮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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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敏銳聖靈的感
銳聖靈的感動
的感動： 聖靈

滅

了聖靈的

動我們，

動，所以我們要

聖靈的

B. 認識聖靈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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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言語：當你在為別人禱告的時候，神會讓你看見這
個人現在或過去的事情。
先知講道： 講勸勉、安慰、造就的話語。
信心：當你為事情禱告的時候，神給你的一個特別的感
動，做宣告。
行異能的恩賜：當你為別人禱告的時候，除了信心以
外，還要身體的參與來配合。如以利沙為死去的孩子禱
告的時候，以利沙貼在這個孩子的身上，臉對著臉，氣
息呼出去，這個孩子就活過來了。
6. 醫病： 醫病是複數。醫治恩賜的領域有很多不同的專
科，劉師母是長短手、長短腳專科。Pastor Vienco 是
平板腳專科。另有心靈的醫治，黑暗權勢釋放等等。
7. 辨別諸靈的恩賜：當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在靈裡面
能夠分辨，到底是出於神、魔鬼撒旦、或人的工作。
8. 說方言：在靈裡能夠說出神的心意，講說神的奧祕。
9. 翻方言：神把同樣的一個圖畫放在翻方言的心上，會把
一個意念放在你裡面，他就講出這個意念、這個圖畫。
C. 存渴慕的心來
存渴慕的心來追求恩賜
追求恩賜：神樂意賜下各樣恩賜，讓我們做
一個神榮耀的器皿，當聖靈感動你要得到恩賜的時候，你
要謙卑、渴慕地來到神面前向神祈求。
討論問題
一、 為什麼我們需要神的榮耀彰顯？神的榮耀是什麼？神的榮耀跟
神的作為有什麼關聯？
二、 當神的榮耀彰顯的時候會有那三件事情發生？為什麼我們不要
停留在過去神的作為裡？
三、 為什麼我們是帶著神的榮耀的人？
四、 聖靈的恩賜有哪些？就你個人而言，你最顯明的恩賜有哪些？
你現在最渴慕的恩賜是哪一個？為什麼？
五、 請組長帶領大家繼續追求聖靈充滿，並祈求神賜給各人所渴慕
的恩賜。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06/01 路加福音 12: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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