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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门徒训练手册 8 组长本 

复兴教会的事工 
引言及版权 

训练课程 I 
为期三个月的每周课程。每周约两小时。请维持小组人数不超过八个人。 
每一课都以祷告开始。以回应式祷告结束课堂，并分派下一课的习作。 
 

第三十七课 灵修分享（雅一 – 三） 
背诵经文（1. 付出的愛：林後十二：14 下-15 上）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管理钱财） 

第三十八课 灵修分享（雅四 – 五；彼前一 – 二） 
背诵经文（2. 全面发展：箴二十二：6） 
研经 （约翰福音。约十七） 

 

第三十九课 灵修分享（彼前三 – 五） 
背诵经文（3. 教导神的话语：申六：6-7）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施行管教） 

第四十课 灵修分享（彼后一 – 三；犹） 
背诵经文（4. 照主的教训养育儿女：弗六：4） 
研经 （约翰福音。约十八） 

 

第四十一课 灵修分享（约壹一 – 三） 
背诵经文（5. 爱的管教：箴十三：24）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离婚与再婚） 

第四十二课 灵修分享（约壹四 – 五；约贰；约叁） 
背诵经文（回顾 H 系列：“基督徒父母”）  
研经 （约翰福音。约十九） 

 

第四十三课 灵修分享（启一 – 三） 
背诵经文（16. 约十六：8）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患病与医治） 

第四十四课 灵修分享（启四 – 七） 
背诵经文（17. 约十六：13） 
研经 （约翰福音。约二十） 

 

第四十五课 灵修分享（启八 – 十一） 
背诵经文（18. 约十六：14）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撒但与属灵争战） 

第四十六课 灵修分享（启十二 – 十四） 
背诵经文（19. 约十七：15） 
研经 （约翰福音。约二十一） 

 

第四十七课 灵修分享（启十五 – 十八） 
背诵经文（20. 约十八：36）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苦难与神的权能） 

第四十八课 灵修分享（启十九 – 二十二） 
背诵经文（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约翰福音的经文） 
研经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总结） 

   

继续成长与开展新的门徒训练小组。 
 

附录 13  复兴教会的事工。邪灵与属灵争战 
附录 14  复兴教会的事工。天使与属灵争战 
附录  灵修、研经、默想和背诵经文的方法：  
  参看手册 1 组长本的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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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计划 II 
可采用一周的密集课程（一整天）或六天的密集训练研讨会。把学员分成小组，每组有一个受过训练的组长和

最多七位学员。 
 

建议程序 
09.00 - 09.30  敬拜（大组） 
09.30 - 11.00  讲授（大组） 

休息 
11.30 - 13.00  研经（小组） 

休息 
16.00 – 17.00 完成讲授或研经的额外时间、回答问题，或额外的讲授（大组） 
  休息 
17.30 – 17.45  默想经文（大组）和背诵经文（二人一组）             
17.45 – 18.30  读经（个别）     
18.30 – 19.00  灵修／安静时间（二人一组）       
19.00 – 19.45  灵修分享（大组）及祷告（小组）  
 

第一天（第三十七课和第三十八课） 
祷告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 
    管理钱财） 
研经 （约十七） 
背诵经文（林後十二：14 下-15 上 + 箴二十二：6） 
读经 （雅一 – 五 +  彼前一 – 二） 
灵修（二人一组：雅四：1-17） 
灵修分享及祷告 
 
第二天（第三十九课和第四十课） 
祷告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 
    施行管教） 
研经 （约十八） 
背诵经文（申六：6-7  + 弗六：4） 
读经 （彼前三 – 五 +  彼后一 – 三 + 犹） 
灵修（二人一组：彼前三：1-17） 
灵修分享及祷告 
 
第三天（第四十一课和第四十二课） 
祷告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 
    离婚与再婚） 
研经 （约十九） 
背诵经文（箴十三：24   
    +  回顾 H 系列：“基督徒父母”） 
读经 （约壹一 – 五  +  约贰  +  约参） 
灵修（二人一组：约壹三：1-24） 
灵修分享及祷告 
 

第四天（第四十三课和第四十四课） 
祷告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 
    患病与医治） 
研经 （约二十） 
背诵经文（约十六：8  +  约十六：13） 
读经 （启一 – 七） 
灵修（二人一组：启三） 
灵修分享及祷告 
 
第五天（第四十五课和第四十六课） 

祷告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 
    撒但与属灵争战） 
研经 （约二十一） 
背诵经文（约十六：14  +  约十七：15） 
读经 （启八 – 十四） 
灵修（二人一组：启十二） 
灵修分享及祷告 
 
第六天（第四十七课和第四十八课） 

祷告 
讲授 （复兴教会的事工。 
    苦难与神的权能） 
研经 （约翰福音的总结） 
背诵经文（约十八：36  
    + 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约翰福音的经文）  
读经 （启十五 – 二十二） 
灵修（二人一组：启二十一：1-4  + 二十二：7-21） 
灵修分享及祷告 

 

可能的额外讲授 
 

附录 13  复兴教会的事工。邪灵与属灵争战 
附录 14  复兴教会的事工。天使与属灵争战 
 
 


	训练计划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