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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

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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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你迎你

迎你来

来来

来 

  

 (15

(15(15

(15 分钟

分钟分钟

分钟)

))

)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

第二第二

第二时

时时

时段

段段

段:

::

:敬拜

敬拜敬拜

敬拜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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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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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1. 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  6/3 为高中毕业生祷告 

-  6/9 医治祷告课程上第二堂课，请第一堂课的学生务必参加 

-  6/10 受洗典礼，受洗班 5/20-6/3 上午 11:15@G6 

-  6/17 父亲节，金色年华献诗，并有堂外照相 

-  6/22-24 初中生退修会，网上报名 

 

3. 新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4.  为 Shekinah Glory 工程祷告: 继续为 Shekinah 内部的建筑工程祷

告，求主赐平安给施工的管理人，保守工人的安全，让之后的

各个工程可以顺利按期完成。AVL 设备顺利交货运到，并 city 的

使用执照能如期取得。 

第三

第三第三

第三时

时时

时段

段段

段:

::

:话语

话语话语

话语分享

分享分享

分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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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钟

分钟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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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分享

以分享以分享

以分享讨论

讨论讨论

讨论应

应应

应用

用用

用神的

神的神的

神的话

话话

话在每天生活里

在每天生活里在每天生活里

在每天生活里 

  

 

1. 响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10 分钟之内） 

本周主题: 涌流在圣灵的江河中 

经文:约翰福音 11:40 

背诵经文: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

荣耀么？』」                                                   

（约 11:40） 

一、一、一、一、    渴望看见神的荣耀（渴望看见神的荣耀（渴望看见神的荣耀（渴望看见神的荣耀（约约约约11:4011:4011:4011:40）：）：）：）：(请先读 约11:40再读下文) 

A.A.A.A. 世人都世人都世人都世人都亏亏亏亏欠神的荣耀（欠神的荣耀（欠神的荣耀（欠神的荣耀（罗罗罗罗 3:233:233:233:23）：）：）：）：罗马书 3:23「因为世

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在 1992，南加州有一

个黑人名叫 Rodney King 犯案被捕时，被白人警察毒打，

后来那些警察被判无罪，造成整个黑人小区暴动，他们进

入商店抢劫，燃烧许多街头的车子。韩国商店的老板，为

了保护自己的商店，拿着枪站在屋顶上守望，看着电视播

放这些场面，我心想这是什么世界啊！这可能是美国吗？

人罪恶的彰显到让人无法忍受，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象，

忽然间，从那天开始，我心中就很深的渴望，我说：“主

啊！我已经看够了这世界罪恶的彰显，什么时候我才能够

看见祢荣耀彰显。”因为只有神的荣耀彰显才能改变一

切。 

B.B.B.B. 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约约约约 11:4011:4011:4011:40）：）：）：）：约翰福音 11:40「耶稣说：『我

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神的

荣耀不是很抽象的，是可以看得见的。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

本身。当主耶稣登山变像，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彼得看见

了，他看见了摩西跟伊莱贾显现在那里，他也看见神的云

彩显明出来，云彩代表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是神的作

为，然而，神的作为却可以显出神的荣耀。 当以色列人在

旷野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明天早上，你们要看见我的荣

耀。」隔天的早上，神降下吗哪供养以色列人。神的作为

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荣耀。 

二、二、二、二、    当当当当神的荣耀彰神的荣耀彰神的荣耀彰神的荣耀彰显显显显的的的的时时时时候候候候    

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神迹奇事是自动发生的，神自己要成

就祂伟大奇妙的作为，在那时候，有三方面的事情要发生：：：： 

A.A.A.A.    神要借着祂的名字向你神要借着祂的名字向你神要借着祂的名字向你神要借着祂的名字向你显现显现显现显现：：：： 神的荣耀就是祂自己，而

神的名字也是显明祂的属性，神借着祂的名字来向我们显

现，让我们借着祂的名字，经历祂的荣耀的彰显。神的名

字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原文里面是“I AM”，就是英文的

be 动词的现在式，祂是永远活在现在的。另外，圣经里向

我们启示了许多神的名字，如：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

法、耶和华尼西。神用祂的名字向我们显现。在一个聚会

当中，神常常用不同的名字向不同的人来显现。 神就藉那

每一个名字所代表神的本质跟属性向人显现。 



B.B.B.B.    神要扭神要扭神要扭神要扭转转转转属灵属灵属灵属灵的的的的气气气气氛：氛：氛：氛：当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整个气氛改

变了，立刻有一个属灵环境的改变。启示录 4:5「有闪

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

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里说“有闪电、声音、雷

轰从宝座中发出”。换句话说，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人

在这时候有什么反应呢？ 

1. 敬畏的心：当所罗门王建完圣殿之后，神的荣耀彰显出

来，祭司们就不能站立，因为神在这里；初代教会，神

的荣耀彰显出来，神迹奇事在发生，圣经说，众人就都

敬畏。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人开始心存敬畏。 

2. 渴慕圣洁：当神荣耀向人彰显时，人看见自己的污秽，

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渴慕，渴慕圣洁像神一样。 

3. 敬拜及喜乐：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你就情不自禁的

敬拜，就像刚才你敬拜，你不想停止，你情不自禁地继

续下去。你想敬拜祂，你想不停的来敬拜祂。 

C.C.C.C.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荣荣荣荣耀要耀要耀要耀要带领带领带领带领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不不不不断断断断向前（林后向前（林后向前（林后向前（林后 3:13:13:13:1）：）：）：）：神在不同的

时代，用不同方式来彰显。 神的荣耀不会停留，人喜欢

追溯神过去的工作，但多少的灵恩运动一个一个过去了，

不必纪念从前的事情，不要停留在过去，因为神要做新的

工作。林后 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

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

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荣上加荣是从一个领域到一个领域

又到另一个领域里去，换句话说神的荣耀不是停留的，神

的荣耀不断向前。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要不断的营造一

个环境，让神的荣耀降临。 

三、三、三、三、    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带着神荣耀的人「带着神荣耀的人「带着神荣耀的人「带着神荣耀的人」」」」    

我是带着神的荣耀的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气氛就改变，

圣灵的恩赐就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你我就成神荣耀

的器皿，因此我们要： 

A.A.A.A. 敏敏敏敏锐锐锐锐圣灵圣灵圣灵圣灵的感的感的感的感动动动动：：：： 圣灵常常感动我们，只是我们常常消

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要学习敏锐圣灵的感动。 

B.B.B.B.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圣灵圣灵圣灵圣灵的恩的恩的恩的恩赐赐赐赐：：：：圣灵的恩赐是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去做的事情，圣灵的恩赐有： 

1. 智慧言语：当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感动你，让你

看见神在他的身上的心意。 

2. 知识言语：当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会见这个人现

在或过去的事情显明出来 

3. 先知讲道： 讲劝勉、安慰、造就的话语。 

4. 信心：当你为事情祷告的时候，神给你的一个特别的感

动，做宣告。 

5. 行异能的恩赐：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除了信心以

外，还要身体的参与来配合。如伊莱沙为死去的孩子祷

告的时候，伊莱沙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脸对着脸，气

息呼出去，这个孩子就活过来了。 

6. 医病： 医病是复数。医治恩赐的领域有很多不同的专

科，刘师母是长短手、长短脚专科。Pastor Vienco 是

平板脚专科。另有心灵的医治，黑暗权势释放等等。 

7. 辨别诸灵的恩赐：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在灵里面

能够分辨，到底是出于神、魔鬼撒旦、或人的工作。 

8. 说方言：在灵里能够说出神的心意，讲说神的奥秘。 

9. 翻方言：神把同样的一个图画放在翻方言的心上，会把

一个意念放在你里面，他就讲出这个意念、这个图画。 

C.C.C.C. 存渴慕的心存渴慕的心存渴慕的心存渴慕的心来来来来追求恩追求恩追求恩追求恩赐赐赐赐：：：：神乐意赐下各样恩赐，让我们做

一个神荣耀的器皿，当圣灵感动你要得到恩赐的时候，你

要谦卑、渴慕地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  

 

讨论问题讨论问题讨论问题讨论问题    

一、 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跟

神的作为有什么关联？ 

二、 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会有那三件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不要

停留在过去神的作为里？ 

三、 为什么我们是带着神的荣耀的人？ 

四、 圣灵的恩赐有哪些？就你个人而言，你最显明的恩赐有哪些？

你现在最渴慕的恩赐是哪一个？为什么？ 

五、 请组长带领大家继续追求圣灵充满，并祈求神赐给各人所渴慕

的恩赐。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时时时时段段段段::::祷祷祷祷告服事（告服事（告服事（告服事（1010101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06/01 路加福音 12:2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