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趁上復興的浪潮 

★認識屬靈成長的基因 

★察覺復興教會的共同特徵 



使教會健康的九個主要因素 

1.

謙卑讓神掌權的教會  

民14：1-30，弗4：15-16，約8：27-29， 來8：5 

3. 禱告的教會  - 徒 1：14，2：42，4：23-33 

 



4具有為父之心的領袖及五重職分人才 
 經文：弗四：11-13;林前12:4-31 

 5.經文：箴言：29:18 

委身於一明確的教會異象與使命 

 

6.經文：弗4:11-13                    擁
有健全的成全性程序與連結性架構 





 
 
1. 神的同在 

教會健康的第一個
因素：掌握神同在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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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健康的第一個
因素：掌握神同在
的因素 

A）為什麼需要神同在： 

1）神同在凡是順利萬事興盛(創26:12,24,28) 

2) 神同在仇敵沒法攻破(王下6:15-18) 

3)神同在使神的百姓蒙引導(民9:15-23) 

4)神同在使神的百姓所作不落空(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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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什麼情況會出現神同在的膏抹 

＊當敬拜進行時(代下 5:12-14） 

＊當先知的恩賜在運行時(林前14:25,29-30) 

＊ 被神引導進入曠野的生活時  (出13:21-22) 

＊當人們遇見主耶穌的時候 (路5:17) 

＊當信徒同心合一禱告時 (徒4:31) 

＊當神的道有效的被傳揚時（徒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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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神的旨意被執行時（徒9:17-18) 

＊當在主裡的信心運作時（太15:28) 

＊當罪得到赦免時（太2:5-12) 

＊當神動了憐恤的心（太20:34) 

＊當神的百姓願真知力行時（太28:18-20) 

☆當神的百姓分別為聖時（林後7:14-18) 



教會健康的第二個因素 
謙卑讓神掌權的教會  

 出13：21-22， 民12：5-16， 

 民14：1-30，書1：9， 1：16-18 

 徒5:1-4 亞拿尼亞 

 林前11:28-30 

 弗4：15-16，約8：27-29， 來8：5 



3.教會健康的第三個因素 
禱告的教會 
 3. 禱告的教會  -  

 

 徒 1：14，2：42，4：23-33 

 



 
4.教會健康的第四個因素 
具有為父之心的領袖及五重職分
人才 
 
經文：弗四：11-13;林前12:4-31 

   林前4：15 

   林前12：14 

   徒20：31 

   林前2：4 

   腓4：1 

   神愛及管教 

 掃羅不能成全大衛， 嫉妒 

 皇位失去， 生命也失去 

 



12 

（A）具有為父之心的領袖 

★是個從事成全聖徒的五重職分父親（弗4: 16) 

★是個看守弟兄的父親（創4:9) 

★是個為弟兄捨命的父親（約一書3:16；4:21) 

★是個代禱的父親（約一書5:16 ;羅8:26-27) 

★是個善做教導的父親（提後2:14 ,24 ;徒6:2) 

★是個忠心按時分糧的父親（路12;42-43) 

★是個有見識（按啟示來服事）的父親（來8:5) 

★是一個主權，功能恢復的人（路15章） 

★是一個以基督心思為心思的人（林前2:14-16) 

★是一個受割禮的人（除酵）書5:2,9；太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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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認識成全教會的五大職分 

經文：弗 4:11-13 
1使徒：被差，開拓，策略，路線，架構，宣
教，國度 
2先知：敬拜，禱告，神的聲音，旨意，恩賜 

3傳福音：傳福音，領人歸主，佈道，宣教 

4牧師：關係，團契，相愛，牧養，探訪 

5 教師：真理，講台，解經，教導，門訓 



 
4.經文：箴言：29:18 
教會健康的第五個因素 
委身於一明確的教會異象與使命 
 
 徒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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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沒有異象就必滅亡 

混亂 

建立以異象為導向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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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
他顯現（民十二：六） 

教會異象 

使我們有共同的焦點 

使全體力量結合在一起 

使我們有同一個進取的方向 

    使我們照著主所指示的作
成 使我們有清楚的事工評估 

能建立士氣，減少挫折感 

能吸引人合作及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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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若要按異象，使命，目標作主導；需要用這
四句話來作引導。 

 

●從神確認教會的使命，方向與目標 

●定期向會眾傳達教會使命，方向與目標 

●按這些使命，方向，目標來組織教會 

●將這些使命，方向，目標轉化成教會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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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使教會復興的因素： 

擁有一個成全聖徒的栽培制度 

I）效法基督擴展神國的方法 

☆他的時間：只有三年半 

☆他的信心：放在十二門徒身上 

☆他的戰略：在忠心者身上做深度訓練 

☆他的目標：在忠心者身上重復生命力 

耶穌用最多時間訓練將來承擔最大責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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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從使徒行傳看初期教會增長秘訣 

徒2:41於是領受他們的人就受了洗。那天約加添了三千個靈魂。 

徒2:47贊美神得眾人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添給教會。 

徒5:14信而歸主的信徒越發更加增添，連男帶女很多，到主內 。 

徒6:1那時，門徒數目添加（繁殖），而且倍增。 

增長  + 門徒訓練  =倍增（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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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個使教會復興的因素：「建
立強盛的家教會路線」。 

：家教會的聖經根據 

*神造我們成為群體，好藉團
契生活彰顯神的形象 

＊撒旦的詭計；破壞團契生活 

＊神要藉救恩恢復神家OIKOS的服事   
羅14:19, 15:2 

＊透過家教會恢復德行的建立(帖前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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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健康的第7個因素 

家教會的十大原則 
1每個人都是具有潛能的領袖 

2每個人可以門訓，帶領十二人 

3每個人被服事，也成為服事別人的人 

4一個帶領別人的，才能稱為門徒 

5每人都要贏得靈魂及成全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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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同類的親和力來活動，繁殖會加速 

7 你的十二人將成為你是助理 

8 每位帶隊的負起五種的任務：拯救靈魂；培養能幫助別人的人；
幫助同組的人；按時分量給下線；順服聖靈使整體流活水。 

9 讓聖靈的同在與恩膏自由在組員中運行 

10 按各人的才幹能力進入各自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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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個復興的因素：信徒流出活水的江河 

I）末後復興的異象：結47:1-12 

A）活水是有來源的（聖靈的內住） 

B) 活水是有深度的（聖靈的負擔） 

C) 活水是有方向的（聖靈的引導） 

D）活水是有能力的（聖靈的膏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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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擁有充滿活水的家教
會 

1) 領袖成為愛與捨的成全者與動員者 

2) 留心重視使憐舍得益處 

3) 建立強盛的家庭探訪 

4) 定意讓活水往死海流去 

5) 三兩個組員成為動力小組 

8) 領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同類繁殖的系統 

6) 讓關係佈道成為家教會必須有的動態 

 7) 藉屬靈的恩賜釋放被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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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個使教會復興的因素：發掘，使用屬
靈的恩賜 

I) 重視恩賜的重要性： 

1) 聖靈會隨已意賜給信徒恩賜的功能 

2) 聖經教導要去發掘並運用恩賜的角色 

3) 若能知道恩賜就能發展功能與職分 

4）在服事上不常會有挫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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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發掘，發展及運用屬靈恩賜的條件 

 1)強調肢體互相配搭的教會 

2)強調小組動力的教會 

3)注重五重職分成全的教會 

4)相信聖經所提及的恩賜還存在的教會 

5)教導，鼓勵，運用及傳遞屬靈恩賜的教會 

6)要求全體總動員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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