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44 周（10 月 28 日–11 月 3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
破冰：眼色游戏
游戏方法：
大家都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站起来。
从 1 开始，在喊数的同时站起来。如果两个人同时喊了一个数并且同时站起来就被淘汰，如
果没有人和你喊一样的，那你就暂时胜利，不用参加之后的喊数。剩下的人继续玩。如果有
五个人那就喊到 4。最终没有喊的人也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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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来赞美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海洋与河流 齐来赞美耶和华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万物要歌唱 齐来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我要唱
哈利路亚 我要跳
哈利路亚 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我要专心专心来爱祂
将我的心的心献给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何等恩典
以真诚的心 降服在祢面前
开我心眼使我看见
以感恩的心 领受生命活水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付出的爱
每当我想起祢宝贵十架
为了我的过犯祢受刑罚
为了我得医治祢受鞭伤
为了我得救赎付上代价

何等恩典 祢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祢宝血为我流

每当我想起祢牺牲的爱

何等恩典
祢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必充满赞美

我要高举双手献上敬拜
我的心要不停献上感谢
主耶稣祢为我做的一切

祢已挪去我所有枷锁
祢已挪去我所有重担
祢已挪去我所有伤悲
祢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尊贵羔羊配得我赞美
荣耀君王配得我尊崇
再次献上赞美祭
我灵向祢歌颂
感谢主祢为我付出的爱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祂
我要欢呼欢呼赞美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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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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伟大的秀
讲道日期：2018 年 10 月 21 日

讲员：邝健雄使徒

神给我们教会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进入艺术与娱乐圈，在撤旦手中，夺回撒旦所拥有的工
具。使得我们能够影响整个社会。
I 神呈现了世界最伟大的秀。
创世记 1:1-2
1 起初，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地还空虚混沌的时候，天地就在神富有创意的脑海里诞生了。神的灵，创意的灵运行在水面
上。剧本完成了。创意组的神，也就是父、子和圣灵开始情节的发展、布景、音乐和灯光的
计划。神说：“现在开始表演吧。” “开启灯光。” “要有光。” 于是，整个地球就有了
光。
约伯记 38:7 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然后神将布景带进来。太阳、月亮、星星、陆地、海洋、植物和动物。接着，神按照自己的
形象造男人和女人。神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表演一直都精彩壮观。
神是戏剧之王不是因为祂是极端自我主义者，而是因为祂想和所有的创造物分享自己的荣耀。
神不惜一切代价展示自己的伟大和荣美，以便将自己的财富和恩典分享给祂的创造物和人类。
神的创造物如此彰显祂的美、完全和品味。
诗篇 19:1-4
1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2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3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4 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的主人公，致力于将祂的爱和恩典赐予人类。
然而，敌手在这一个场景出现了。它就是撒旦。路西法成为撒旦是因为它颠覆了神的荣耀。
撒旦在天上原本是负责敬拜的。换句话说，它负责创意、音乐、视觉和音响。
它负责艺天上的艺术与娱乐部门。但撒旦抢了神的风头，成为人们关注和崇拜的中心。
第一个男人和女人犯罪，选择了邪恶的那条路。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不能同处神的同在
里，不是因为神不再爱人类，而是因为祂是圣洁的，不允许邪恶与神的同在并存。
现在，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的剧情有所改变了。从那时起，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成为了最伟
大的拯救计划，来拯救人类。这个计划是要推翻魔鬼，好让男人女人都回到神身边。现在，
神伟大的表演还展现了神是何等恩慈和良善。拯救计划透过异象、神迹、奇事和故事满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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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策划出来。
神的话主要借着神迹、奇事和标记，最多的是透过故事讲给我们听。
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神没说：“你们要帮我系统化，我要成为
你们所主张的。”
使徒们没有上系统神学、救世神学、基督论、末世论、人类学、灵物学等等。他们只有关于
渔夫、妓女、牧羊人和农民的寓言，但他们却把世界颠覆了。
圣经中传达神真理的主要方式或范例不是系统神学或抽象推理，而是故事和想象。如果你认
为讲故事有点原始，我们的理性更先进，那么你和我就成了现代主义哲学和启蒙神话的受害
者。
如果您对新约周期有所了解，那么新约作者根本就不是原始的。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哲学化
的希腊文化中。但他们选择不关注这个。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系统神学和充分的解释，
但它肯定是过度强调或不平衡的。它使我们对神如何向我们讲诉自己产生了误解。
神精心策划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让我们来看看神的话语加上图像。
1. 神喜爱视觉效果
神迹和奇事（分开红海、喂饱五千人、变了形象，水面上行走）
异梦和异象（记得约瑟看见这样的异象，即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的七只肥母牛
——指的是僵尸牛. 以西结感灵见旋转的轮子和枯骨复生、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一尊巨像被石
击毁）
启示录书。神为末世的影片剧本使采用了奇异的图像和视觉。对神来说，仅仅用文字或话语
是不够的。祂想要壮观的场景，祂想要灯光、摄像和动作。
祂还使用视觉来显现自己；如：燃烧的荆棘、云柱、火柱、神的荣耀、雷、闪电、云、烟、
火。
2. 神喜爱戏剧效果
以西结书
战争剧(以西结书 4:1-3)；绳索捆绑 430 天，所吃的食物用人粪烧烤(4:4-13)；剪头发和胡
须(5:1-4)；在街上拖着行李，把它藏在一个洞里(12:1-11)；吃饭时颤抖(17-20)；两杖合一
的魔术戏法(37:15-23)
耶利米书
代先知；把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中(耶利米书 13:1-11)；在欣嫩子谷打碎了一个陶匠的瓦瓶
(19:1)；他走遍耶路撒冷的各城门(17:19-27)；将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27:1-14)；购买田地
的契约(32:6-15)；在人行道上埋石头(43:8-13)；向幼发拉底河投下一卷书(51: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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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
令人震惊的文艺表演（以赛亚书 20:2-4，“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
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
“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实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
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实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
神喜爱有视觉和戏剧性效果的故事。电影和戏剧表演都是有视觉和戏剧性的效果。神喜欢戏
剧和电影。我想指出的重点是，神利用有视觉和戏剧性效果的事件，颠覆了魔鬼的邪恶欺骗，
借着忤逆神来摧毁我们的生活
II 神使人成为世界最伟大的秀的明星。
哥林多前书 4:9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腓立比书 2:15-16
15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16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神圣的一台戏中都有需要扮演的角色，那就是成为为神照耀的明星。然而
神要我们明白，我们必须知道，神给我们教会的角色是打开舞台上的灯来分享祂的爱，并推
翻魔鬼欺骗世界的阴谋。正如之前提到的，魔鬼是创意艺术之王。它本身就是神最美丽的创
造物。但是，它的骄傲导致它败落。它想成为神。现在，它用它的创意艺术来欺骗世界。我
们必须击垮它。我们必须进入这个领域才能颠覆这个邪恶的计划。魔鬼颠覆了创意艺术。我
们要进去推翻那被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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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为什么想和所有的创造物和人类分享自己的荣耀？请分享其中一段神迹奇事。
Q2. 在这个神圣的舞台中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又如何借着你所扮演的脚色来分享神的爱？

背诵经文：
哥林多前书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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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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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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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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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协助你计划与进行你的圣诞派对。
 祝你圣诞快乐，愿你有个愉快难忘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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