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43 周（10 月 21 日–10 月 27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设立小奖品以资鼓励。
破冰： 左手画右手
目的： 更了解彼此
步骤：每个组员拿一张A4纸，把右手张开按在纸上，左手拿笔画出你的手印。然后带领者请
组员在每个手指上写字。大拇指写你最喜欢的颜色；食指写你最吃喜欢的食物；中指写你最
喜欢去的国家；无名指写你的国籍；小手指写你最喜欢的人。然后大家分享，也可以看看组
员中有谁写的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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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天欢喜

永远爱祢

爱中相遇

主我们敬拜祢
有尊荣和威严在祢面前

祢是我心所渴慕
祢是我心所爱

每一天渴望与祢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祢

当以圣洁为妆饰敬拜
主我们敬拜祢
有能力和华美在祢圣所
当以圣洁为妆饰敬拜祢

在我生命中只有祢
是我所爱喔主

唯有祢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祢

我要永远爱祢耶稣
单单爱祢更深爱祢
我要永远爱祢耶稣
单单爱祢我主

每一天渴望与祢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降服在祢大能荣耀里
唯有祢是我的良人和恩友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祢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田和其中所有都快乐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
以清洁的心单单事奉祢
愿祢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哈利路亚 耶和华作王
全地当在祂面前欢呼

洁净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祢
在爱中遇见祢
洁净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祢
荣耀中敬拜祢
每一天渴望与祢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祢
唯有祢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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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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的恩典
讲道日期：2018 年 10 月 14 日

讲员：邝保亮牧师

今天的主题是：得救的恩典。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真理，我们在教会常提到救恩。
得救的意思是：被拯救，免受伤害毁灭或损失。
约翰福音 3:16-17 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路加福音 19:9-10 9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10 人子
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创世记 45:7 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
的生命。
诗篇 6:4 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诗篇 107:13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
罗马书 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提到很多次救恩。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愿意拯救我们。得救是我们大
使命的基础。我们只有明白得救的恩典才能了解救恩的价值，我们就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去完
成大使命。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
1.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灭亡的厄运
约翰福音 3: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上帝来是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正处在危险的处境。如果有人在好好游泳，我们不需要救他，
我们要救的是溺水的人；如果有人在巴士站等巴士，我们不需要救他，我们要救的是在马路
上要被车撞到的人；如果有人在很开心地吃牛排，你不需要救他，我们要救的是被牛排卡住
喉咙的人。所以，我们要救的人是有生命危险的人。同样，上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被拯救，
也是因为我们处在危险中。我们面临的危险不是上面这些破坏，而是对我们的存在的永恒毁
灭 - 身体，灵魂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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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5:9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想一想如果你站在马路中间，就要被车撞了，突然有人把你推开，你会非常感谢他。我们要
了解我们是在危险的处境，我们是从罪人这个后果中被救出来。罪人的后果就是灭亡。了解
什么是永恒的灭亡，我们就更能体会得救的盼望和喜乐。
路加福音 15: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当我们教会每次做决志呼召，有人得救，圣经说众天使都会欢呼。因为救恩不仅是一件好的
事情，而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的事情。
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我们“注定”要毁灭？这是因为上帝的愤怒。上帝生气了吗？是的，
但不是我们人类的愤怒感。那是一种神圣的，正义的愤怒，不是因为感情用事，而是因为确
实有错的事情发生了。在福音书里，耶稣会说到天国，也有说到地狱。地狱是永恒的火焰，
永恒地在痛苦中。当我们知道这个火焰有多么可怕，我们就会决心一定要把人从地狱中救出
来。我们感觉上帝对罪充满了愤怒，一直在审判。其实，旧约的神是一位充满了恩典的神。
诗篇 103:8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会下地狱呢？
罗马书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罪导致毁灭，只要我们的生命中有罪，我们就不能真正地在上帝的面前和荣耀中。
罗马书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彼得后书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
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世界充满了罪恶，为什么神还没有毁灭？因为神充满怜悯，并派耶稣把我们从永恒的灭亡
中释放出来。
“基督背负了我们和世人的罪以及神的愤怒，并将这一切担当在祂身上，好叫我们能与神和
好，成为义人。”——马丁·路德
2. 上帝拯救我们来完成神圣的命定
帖撒罗尼迦前书 5:9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事实是 - 上帝并没有创造我们只是被摧毁或面对祂的愤怒。祂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得救，然后
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在创世纪命定我们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但人犯罪后，地被咒诅，
这个命定被歪曲了。他们必终身劳苦。
创世记 3:21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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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上帝本可以摧毁亚当和夏娃。但相反，祂选择不这样做。事实上，在祂把他们赶
出伊甸园之前，祂仍然倾向于顾念他们的需要。神怕他们冷，为他们用羊皮做衣服。这就好
像父母，即使生孩子的气，也还是给孩子做饭吃。
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而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但是罪恶却扭曲了这个目的。
因此祂想要拯救我们，以便我们可以再次为了这个目的而生活。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的那一刻起，我们看到上帝不断努力，不断地呼唤并伸出援助之手，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祂的
身边，再一次为了完成他的目的而生活。
耶利米书 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罪使神的指望弯曲了。罪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被创造，并不
只是要过每天的循环生活。早上起床上班，吃午餐，继续上班，吃晚餐，回家睡觉，而是有
一个非常美好的精彩的目的。
罗马书 3:23-26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
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25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26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
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祂来偿还祂未欠下的债，因为我们欠下自己无法偿还的债。
“我们得救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但我们的行为必须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司布真
我已获得拯救，也正被拯救，且继续被拯救。
哥林多前书 9:19-23
19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20 向犹太人，我
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
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21 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
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22 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
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23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大使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是我们做久了就疲倦了。使徒保罗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就是为
了多得人。我能感受到，保罗做的很累。就好像我们很多组长，服侍组员也做了很多，很累。
为什么保罗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理解救恩的价值有多高。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启示，当我们仰
望十字架，得到圣灵的启示，我们会了解救恩的价值究竟有多高。我们将面临的是永生或永
远的灭亡。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做计划，我们更要为永恒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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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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该面对死亡，但耶稣把我们从永恒的灭亡中释放出
来。请分享你要如何回应耶稣对你的爱。
Q2. 耶稣偿还了我们所欠下的债，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得永生。为此，你要如何度
过你生命的每一天？
Q3. 你是否愿意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完成祂神圣的命定？请分享有哪一些事情拦阻你去完成
上帝的命定呢？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分享，然后彼此祷告。
背诵经文：
罗马书 3:23-24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
白地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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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11 月 3, 4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YWCA Fort Canning Lodge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10 月 27, 28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教会办公室@ Chai Chee

2. 使命门训密集周末
11 月份的首三个星期日，也就是 11 月 4 日，11 日和 18 日，我们将进行华语使命门训密集周
末。你将能在三个星期日里完成一个单元的使命门训课程（平时需要五个星期日）。你可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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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使命门训一、二或三。报名现已开放。鼓励每位会友报读一个单元的使命门训课程，更鼓
励组长和小组组员一起报读。让我们一起为着神给予我们的使命接受装备。请到上网到
www.fcbc.org.sg/Equipping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是 10 月 21 日。详情请浏览教会
网站或应用程序。

3. 福建布道大会








新加坡的众福建教会将在嘉龙剧院联合举办福建布道大会
布道大会在 11 月 6 日，下午 3.00 和晚上 7.00 举行，共两场
由胡民气牧师证道；方钟桦分享个人见证
票价为每人$5，门票有限
请在 10 月 28 日之前拨电 64249510 向陈茂顺牧师购买门票
借此良机，邀请未信主且说福建方言的家人朋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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