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7 年第 46 周（11 月 11 日–11 月 17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题目：赞美之泉
1. 每位组员轮流以「具体赞美的方式」向其他人介绍任意另一位组员（不可重复），如果是
夫妻，则对众人彼此介绍。尽量避免只使用形容词，必须讲出具提事迹。例如「这是我的邻
居王大华，他对乐龄人士很有爱心，经常陪左邻右舍的阿公阿妈聊天」，
「这是我太太张小美，
她陪孩子读书特别有耐心」……等等。
2. 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常说赞美、肯定、鼓励话语的口，让我们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
仁慈，成为赞美的泉源。
B. 敬拜 Worship（15 分钟）：带领敬拜的人要控制时间、带领大家祷告。若圣灵感动组员有
知识的言语，组长可以让领受的人按次序说出来。
前来敬拜

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奇妙的策士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

哦神伟大的爱
何其长阔高深
竟不吝惜祂独生爱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奇妙的策士祢名是耶稣
巧妙的双手引我走正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
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祢
祢是我的救主
我的救赎

神称为义的人谁能控告
谁能定他们的罪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敌挡我们
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祢
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 我的敬拜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
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荣耀尊贵美丽无比
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
（2x）

现在的事将来的事
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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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像祢
赏赐平安与救赎
慈爱与公义
为祢宝座根基
何等奇妙
唯有祢是我心的爱慕
祢以外我别无好处
唯有祢是我心的爱慕
我生命主
祢圣名是耶稣
祢是我永远归属

C. 话语 Word（50 分钟）：
（请组长事先做好预备，最好先看过一遍，对内容有个概念，再思
考如何按着圣灵的感动，引导每位组员分享。请注意，重点不是讲道，而是引导每个人应用
神的真理）
信息主题：超然的见证
讲道日期：2018 年 11 月 4 日

讲员：傅伟龙牧师

使徒行传 1:8-11
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
地极，作我的见证。”9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10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11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
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每一位基督徒能做充满能力的见证，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充满神的大能，才能看
见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来见证神的真实。神使用平凡人做不平凡的事。
约翰福音 14:12-13
12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
往父那里去。13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有超然的见证。因为耶稣医病赶鬼… 神的应许：信祂的人也要做，并且
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们也有圣灵，有神应许的能力！
如何做神超然的见证人？
1. 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
所以必须有祷告的生活，必须有一个迫切祷告的灵命。
马太福音 9:37-38
37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要
收他的庄稼。”
神可以给其它东西、方法、计划、步骤… 但是祂给了我们属灵的武器，就是祷告。耶稣告诉
我们必须求，就是要祷告。
使徒行传 1:13-14
13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马、巴
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
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当门徒们听到神大能的应许后，众人都恒切祷告。
使徒行传 2:1-4
1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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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坐的屋子；3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
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祷告时，刹那间经历了超自然现象。我们要祷告，才能看见神超自然的能
力降临，经历神迹奇事。
约翰福音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
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如果不祷告，就是离了神，就没有收割，没有神迹奇事。教会历史上的复兴都是因为有很多
的祷告。祷告是神给我们的属灵武器，如果武器不用在战场就看不见胜利。祷告不是偶而的
事，祷告必须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祷告时，神就出手带领，就会看到神迹。所以只要顺服
神，恒切祷告，必定看到神迹奇事发生在生命中。
使徒行传 8:39-40
39
从水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40 后来有人在亚
锁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恺撒利亚。
当腓力祷告时，神就指示腓力，使用腓力把福音传给太监，随着太监洗礼后，经历神迹，做
了超自然的见证。
使徒行传 9:17-19
17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
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18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
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19 吃过饭就健壮了……
神使用普通的门徒，就像亚拿尼亚，因为顺服神，神使用他为当时迫害基督徒的扫罗祷告，
使扫罗经历神，而成为使徒保罗，也有了超自然的见证。
2. 传道—把神带到人面前
单单靠祷告还不够，必须要将神的道传出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若不将福音传出去，
人们将无法领受神的大能。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神的迹奇事、神的道的能力将会彰显在他
们的生命里面。有句话说：人们可以反对我们的言论，但他们不能忽视神的神迹。
当我们祷告、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会彰显祂的荣耀，让我们有超自然的见证，看见超自然的
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使徒行传 5:12-16
12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13 其余的人没
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14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15 甚至有人
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
上。16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
使徒们到处传福音，神借着他们的手在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小组没有增长是因为没有神迹
奇事、没有超自然的见证。因为不祷告，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传福音，小组聚在一起，
只是读神的话语、查经，没有人去传福音、没有人祷告，就看不见超自然的见证。神要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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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把神的真实带到人的面前，要看见更多的人能因着神迹奇事，知道这位神是真的，而
把生命交托给主。
马可福音 16:15-20
15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
定罪。17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18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
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19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
上，坐在神的右边。20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阿门。
神迹奇事是随着信主的人、传福音的人。神的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要看到神迹
奇事，就要祷告，传福音，必定看到多结果子，神迹奇事不断，做神超然的见证。
3. 坚持—恳切永远不放弃
恳切永不放弃，克服生命中的被拒绝、失意、失败等挫折，不管多久，直到看见神超自然的
发生。
以弗所书 2:1-3
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祷告是摇动神的手，传道是神的大能。拒绝福音的人是被邪灵阻挡，蒙蔽了心眼，所以看不
见真理，我们是在跟邪灵，黑暗权势对抗，所以必须使用属灵武器，就是祷告和传福音。
哥林多后书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们有打败敌人最大的武器，就是祷告、福音-神的真道。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还没有打胜仗、
还没有看到突破，就放弃了。只要我们肯传福音、肯祷告、肯坚持到底，就会看到超自然的
见证发生，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那些不信的人。
以弗所书 6:18-20
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19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
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20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戴锁链的使者——并使
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我们要常常靠着圣灵，多方祷告，不放弃继续的做下去，警醒不倦。如果我们因为苦难、失
败、被拒绝，付出的时间、精力没有得到回报…等原因而放弃，那未信主的人，就继续的被
困在黑暗中，继续的受到捆绑。所以我们要恒切祷告、坚持祷告、坚持的传福音，永远不放
弃，直到突破。
雅各书 5:17-18
17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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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以利亚和我们一样平凡的人，他恳切祷告，坚持直到看到突破。以利亚给了我们祷告的榜样。
列王纪上 18:41-45
41
以利亚对亚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42 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
亚上了迦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43 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
就上去观看，说：
“没有什么。”他说：
“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44 第七次仆人说：
“我看见
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45 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
就是因为以利亚不放弃，所以才看到超自然的事。我们传福音，也必须坚持不放弃，当我们
顺服地去做平凡的事，神就回应做非凡的事。当我们人做自然的事时，神就会透过我们做超
自然的事。只要我们坚持祷告，坚持传福音，坚持不放弃，就能做主超然的见证。
哥林多前书 4:20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
使徒行传 4:13-14
13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
稣的。14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
使徒们很多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当时看到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众人就无话可驳。
约翰福音 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如果死
了，就会结出许多麦粒来。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愿意为主传福音、愿意为主而活，超自然的现象就会发生。我们只要肯
付出、肯祷告、坚持传福音，神迹奇事必随着我们而来。

小组讨论分享：
【请组长以下列问题带领小组讨论，在控制时间的同时也尽量让每位组员都有机会参与发言，
分享。将分享讨论带出来的问题或困难带到分组祷告中彼此服事。】
Q1. 你听了这么多有关大使命、传福音的道，有没有听道而行道，出去传福音呢？若有，请
分享你的经历。若没有，请分享为什么没有去传福音呢？
Q2. 牧师有很多超然的见证分享，你是否因着坚持不懈的祷告，看到神超自然的能力降临，
而经历了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里面？请坦诚分享。
Q3. 耶稣在马可福音 16 章 15 节对祂的门徒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你是否会顺服神的话语出去传福音，还是有诸多的借口或拦阻不去传福音，
然后彼此祝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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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经文：
约翰福音 14:12-13
12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
往父那里去。13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D. 服事 Work（15 分钟）：服事时间是聚焦异象及服事，祷告的时候 ：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2.为组员的需要祷告。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1. “生命栽培”课程
课程是为帮助新信徒建立稳固的基督徒生命根基, 同时预备他们亲自与主耶稣有一次改变生
命的经历。课程将在以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进行。欲知详情，请参阅教会网站的装备页面
或应用程序。
课堂日期

时间/地点

LC4 - 11 月 11 日; LC5 - 11 月 25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佳伟剧院 (七楼)

2. “I CAN”工作坊
佳伟剧院将在来临的学校假期为儿童举办主题为“I CAN”的工作坊，教导小朋友们舞蹈、演
戏和写作的技巧。培养孩子们的创意和自信心，以及对艺术的热爱。欲知详情，请浏览佳伟
剧院的网站 theatre.gateway.sg。

3. 圣诞派对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再次动员教会所有的小组举办圣诞派对！圣诞节不只是基督徒庆祝的节
日，而是和家人朋友分享基督的爱一个难得的机会。开始祷告、联系和邀请亲人朋友参加你
小组的圣诞派对吧！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份领袖手册，希望能协助你计划于进行你的圣诞派
对。祝你圣诞快乐，愿你有个愉快难忘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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