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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門徒訓練手冊 8 組長本 

復興教會的事工 
引言及版權 

訓練課程 I 
為期三個月的每周課程。每周約兩小時。請維持小組人數不超過八個人。 
每一課都以禱告開始。以回應式禱告結束課堂，並分派下一課的習作。 
 

第三十七課 靈修分享（雅一 – 三） 
背誦經文（1. 付出的愛：林後十二：14 下-15 上）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管理錢財） 

第三十八課 靈修分享（雅四 – 五；彼前一 – 二） 
背誦經文（2. 全面發展：箴二十二：6） 
研經 （約翰福音。約十七） 

 

第三十九課 靈修分享（彼前三 – 五） 
背誦經文（3. 教導神的話語：申六：6-7）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施行管教） 

第四十課 靈修分享（彼後一 – 三；猶） 
背誦經文（4. 照主的教訓養育兒女：弗六：4） 
研經 （約翰福音。約十八） 

 

第四十一課 靈修分享（約壹一 – 三） 
背誦經文（5. 愛的管教：箴十三：24）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離婚與再婚） 

第四十二課 靈修分享（約壹四 – 五；約貳；約叁） 
背誦經文（回顧 H 系列：“基督徒父母”）  
研經 （約翰福音。約十九） 

 

第四十三課 靈修分享（啟一 – 三） 
背誦經文（16. 約十六：8）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患病與醫治） 

第四十四課 靈修分享（啟四 – 七） 
背誦經文（17. 約十六：13） 
研經 （約翰福音。約二十） 

 

第四十五課 靈修分享（啟八 – 十一） 
背誦經文（18. 約十六：14）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撒但與屬靈爭戰） 

第四十六課 靈修分享（啟十二 – 十四） 
背誦經文（19. 約十七：15） 
研經 （約翰福音。約二十一） 

 

第四十七課 靈修分享（啟十五 – 十八） 
背誦經文（20. 約十八：36）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苦難與神的權能） 

第四十八課 靈修分享（啟十九 – 二十二） 
背誦經文（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約翰福音的經文） 
研經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的總結） 

   

繼續成長與開展新的門徒訓練小組。 
 

附錄 13  復興教會的事工。邪靈與屬靈爭戰 
附錄 14  復興教會的事工。天使與屬靈爭戰 
附錄  靈修、研經、默想和背誦經文的方法：  
  參看手冊 1 組長本的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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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計劃 II 
可採用一周的密集課程（一整天）或六天的密集訓練研討會。把學員分成小組，每組有一個受過訓練的組長和

最多七位學員。 
 

建議程序 
09.00 - 09.30  敬拜（大組） 
09.30 - 11.00  講授（大組） 

休息 
11.30 - 13.00  研經（小組） 

休息 
16.00 – 17.00 完成講授或研經的額外時間、回答問題，或額外的講授（大組） 
  休息 
17.30 – 17.45  默想經文（大組）和背誦經文（二人一組）             
17.45 – 18.30  讀經（個別）     
18.30 – 19.00  靈修／安靜時間（二人一組）       
19.00 – 19.45  靈修分享（大組）及禱告（小組）  
 

第一天（第三十七課和第三十八課） 
禱告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 
    管理錢財） 
研經 （約十七） 
背誦經文（林後十二：14 下-15 上 + 箴二十二：6） 
讀經 （雅一 – 五 +  彼前一 – 二） 
靈修（二人一組：雅四：1-17） 
靈修分享及禱告 
 
第二天（第三十九課和第四十課） 
禱告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 
    施行管教） 
研經 （約十八） 
背誦經文（申六：6-7  + 弗六：4） 
讀經 （彼前三 – 五 +  彼後一 – 三 + 猶） 
靈修（二人一組：彼前三：1-17） 
靈修分享及禱告 
 
第三天（第四十一課和第四十二課） 
禱告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 
    離婚與再婚） 
研經 （約十九） 
背誦經文（箴十三：24   
    +  回顧 H 系列：“基督徒父母”） 
讀經 （約壹一 – 五  +  約貳  +  約參） 
靈修（二人一組：約壹三：1-24） 
靈修分享及禱告 
 

第四天（第四十三課和第四十四課） 
禱告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 
    患病與醫治） 
研經 （約二十） 
背誦經文（約十六：8  +  約十六：13） 
讀經 （啟一 – 七） 
靈修（二人一組：啟三） 
靈修分享及禱告 
 
第五天（第四十五課和第四十六課） 

禱告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 
    撒但與屬靈爭戰） 
研經 （約二十一） 
背誦經文（約十六：14  +  約十七：15） 
讀經 （啟八 – 十四） 
靈修（二人一組：啟十二） 
靈修分享及禱告 
 
第六天（第四十七課和第四十八課） 

禱告 
講授 （復興教會的事工。 
    苦難與神的權能） 
研經 （約翰福音的總結） 
背誦經文（約十八：36  
    + 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約翰福音的經文）  
讀經 （啟十五 – 二十二） 
靈修（二人一組：啟二十一：1-4  + 二十二：7-21） 
靈修分享及禱告 

 

可能的額外講授 
 

附錄 13  復興教會的事工。邪靈與屬靈爭戰 
附錄 14  復興教會的事工。天使與屬靈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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