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47 周（11 月 18 日–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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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
准备一副扑克牌，将里面的纸牌平均分成两份，也把组员分成两组，每组组员拿一份纸牌。
比赛方式:
计时 5 分钟，每一对组员想办法在时间内将纸牌堆高，能够把纸牌堆越高的组获胜。
考验小组的合作能力、技巧和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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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我的盘石

无价至宝

荣美的救主

耶和华我的盘石
是应当称颂的
祢教导我的手争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耶和华我的盘石

我的名字刻划在祢心中
我的脸孔深映在祢眼中
不是因为我势力才能
乃是因着祢奇妙宽容恩典

耶稣荣美的救主
复活全能真神 荣耀君王
神羔羊 圣洁和公义
尊荣的拯救者 明亮晨星

是应当称颂的
祢赐给我智慧谋略
教导我心坚定于祢

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
祢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
用祢慈爱紧紧的拥抱
我赞美祢宝贵奇妙大爱

天使高声齐颂扬
万物都屈膝来敬拜祢

神啊 我要向祢唱新歌
我慈爱的主
祢是我的山寨 我的高
台
神啊 我要向祢弹琴
歌颂我的救主

唯有祢配得所有的赞美
一切尊贵荣耀
主祢的十架是无价至宝
祢是我尊贵的主耶稣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超乎万名之上 配得尊崇
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
耶稣我主 超乎万名之上
耶稣
我要永远敬拜

祢是我的盾牌
祢是我 我所投靠的主

耶稣我爱祢 耶稣我爱祢
耶稣 荣美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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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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福音的正常生活
讲道日期：2018 年 11 月 11 日

讲员 钟金明牧师

歌罗西书 第三章
1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2 你们
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
里面。 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
样。 6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7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
样行过。 8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
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11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
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
恕人。 14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
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
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17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18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19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
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 20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21 你
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22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
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23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24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
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真理一：福音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真理二：我们的生命应彰显福音。
基于上述 2 点，可以明白认识主之后，一个人就会自然的开始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彰显福
音的正常生活。基督徒是以生命来传递好消息的，因为‘行动胜过言语’。信使(传信息的使者)
是信息的关键部分，因此我们需要表里如一。
哥林多后书 5:20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
们与神和好。
歌罗西书 3:17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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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活出彰显福音的正常生活？
一、行事追求卓越
歌罗西书 3:23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卓越就是特别优异和杰出，尤其是省察自己的心態、動機，從心思意念出發。
腓立比书 4:8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
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但以理就是卓越的表徵，他的卓越表現在各個方面:
但以理书 1:19 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
雅，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20 王考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
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但以理书 2:47 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
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48 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
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士。
但以理书 5:12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人
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
但以理书 6:3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
通国。
但以理书 6:4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 但以理 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
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但以理最终被丢进狮子坑，但是神使他毫发无伤，反而彰显了神的荣耀。
“我们日复一日做的事情，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因此所谓卓越，指的并不是行为，而是一
种习惯。”——威尔•杜兰特
“若你想在重要的事表现卓越，你就得在小事里养成这个习惯。卓越不是一个个案，它是一直
存在的态度。”——科林•鲍威尔
但以理所做的事并不是因为他天赋异禀。他只是被赋予超自然的能力，包括从神而来的智慧
和看事情的角度。这也影响他身边的人如何看待上帝。
但以理书 4:37 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
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但以理书 6:25 那时大流士王传旨，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
平安！ 26 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
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 27 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
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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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人做好榜样
该怎么行出来?
歌罗西书 3:5-10 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
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6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7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
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8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
口中污秽的言语。 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10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歌罗西书 3:12-14 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14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彼得前书 2:11-12 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12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
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在外族人当中，你们要保持良好的品行，这样，尽管他们把你们当成罪犯来控告，但他们会
看到你们的品行。”——彼得前书 2:12
彼得前书 2:18-20 18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19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20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
看是可喜爱的。
马太福音 5:17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马太福音 5:2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罗马书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撒母耳记上 16: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
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和华看内心，但人却看不见你的内心。因此要有好榜样，使别人看了，也想要来认识神。 歌
罗西书 3:12-14 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
柔、忍耐的心。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14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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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歌罗西书 3:5-10 的经文，追求卓越的态度，是一种天生的性格，还是后天可以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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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请分享你的观点
Q2. 从歌罗西书 3:12-23 的经文，请省察什么心态、意念正在阻挠我们进一步来追求卓越?
Q3. 请思想 歌罗西书 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
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并分享: 你愿意从生活中那个部分，开始来突破心灵的障碍，建立一个
追求卓越的态度?
背诵经文：
腓立比书 4:8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
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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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