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48 周（11 月 25 日–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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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话游戏
准备：
1、有关个人喜好等方面的问题纸卡，如“我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歌曲/食物/电影/书籍/生日礼
物/颜色/数字/季节是什么？”“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最怕的动物/东西/事情是什么？”
“我在本周有哪一件难忘/感恩/印象深刻/满足的事情？”“我最希望培养什么习惯？”
2、眼罩和球（或沙发靠垫）
游戏方式:
组员们围坐在一起，选一位组员蒙住眼睛用手敲击桌子，其他组员在敲击声里传球，当声音
停的时候，球在谁的手里谁抽出一张“真心话”问题纸卡，诚实回答问题！此游戏可以促进
小组成员更多的彼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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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行了大事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铺张云彩当遮盖
夜间使火光照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在亁旱之处使水流成河
我们要欢呼 述说祂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我们要歌颂 要欢呼
述说祂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施展大能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命令狂风止息
那波浪就平静
耶和华 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
祂张开双手 我们就得饱足
祂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
祂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2X）

祢配得全所有/我尊崇祢
众圣徒众天使俯伏宝座前
众长老谦卑
卸下冠冕在神羔羊前敬拜
祢配得全所有 祢配得全所有
祢是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祢
配得所有荣耀
从白天到黑夜 升到祢座前
馨香祭的呼求 升到祢座前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哦主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基督是我满足
祢是我奖赏 是我唯一所爱慕
这世上没有事物
能够带给我满足
在试炼中 我灵歌唱
永不回头 我得自由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祢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祢 一切在于祢
基督我全所有 救恩喜乐在于祢
这盼望永不止息 天堂是我家
暴风雨中 我灵歌唱
与祢同行 荣耀归给上帝

我尊崇祢哦主
我已经决定
永不回头
十架在前面
永不回头
1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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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歇
讲道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哥林多前书 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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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由使徒保罗写的，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个忙碌的人。这也正是要完成大使命该做的事，当
我们愿意完成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将会非常的忙碌和疲惫，但最终是值得的。
哥林多前书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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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完成大使命，我们要持续不断的事奉主，我们必须学习一项重要的功课：“安歇”。若
我们要全心全力去事奉主，我们要学习停顿下来，学习进入一个安歇的时间。
马太福音 11:28-30
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
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
省的。
出埃及记 20:8-11
8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9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10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
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
息日，定为圣日。
希伯来书 4:9-11
9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10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
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11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
样子跌倒了。
安歇，停止做事或不做事。“安歇”很重要，上帝甚至以诫命来教导我们要守安息日。耶稣
和门徒们也都教导当安息。“你休息了吗？”
我们有这个概念叫做：工作与生活平衡。其定义是在工作、家庭或休闲活动之间划分一个人
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概念把工作与生活对立起来，但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实质不是关乎工
作与生活的平衡，而是工作与休息的平衡。
工作与休息平衡——生活包括工作与休息。问题从来就不是工作的存在，而是休息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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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神要我们学习安歇？
一、得着修复（RESTORATION）
“修复”就是修理使恢复原样。
马太福音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马可福音 6:30-32
30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31 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
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工夫。32 他们就坐船，
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
“歇一歇”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休息”别无他意。

“弓不能长时间被弯曲而不担心断裂。所以，心灵得享安息和身体需要睡眠一样的重要。”
——司布真
诗篇 23:2-3

2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3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以赛亚书 40:29-31

29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跟从神，灵必得安歇。必重新得力，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诗篇 23: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祂会使我们的福杯满溢，祂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安歇就是帮助我们
得着修复，在我们的身、心、灵、情绪都得着修复。
二、得着能力（ENABLEMENT）
得着能力就是赋予某人能力完成工作。
马太福音 11:29-30
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30 因为我
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神给予每个人恩赐、呼召，要我们工作。若负主的轭，我们的担子就轻省了，并能靠主得胜。

“安歇不是浪费时间。重新得力是经济的选择。偶尔休息是明智的选择。长远来看，我们有
时做得少反而可以做得更多。”——司布真
若我们要做得更多的话，我们要有的货币是：休息。休息就是那个货币，而那个货币会帮助
我们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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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 40:30-31
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
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三、心满意足（SATISFACTION）
心满意足是指因一个人的期望得到满足而感到非常愉快。
创世记 1:31 - 2:1-3
31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1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2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3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当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很满足时，安歇休息的时间就会更充实。

“工作是一种祝福。在神所设计的世界里，工作是必要的，祂还给予我们双手和能力去完成。
倘若我们没有工作而只享受休闲的话，那么休闲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做好后所得着的满足和
喜乐，让我们能享受安歇；犹如我们须经历饥饿口渴一样，才能真正享受吃喝。”
——伊莉沙白·艾略特
诗篇 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我们要在工作里面心满意足，我们必须在工作里面看见神。
四、全心信靠（TRUST）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进入安息的阶段，因为我们不相信事情会顺利的。在我们成长的文化教导
我们必须努力才可以有成功，必须努力不然就落后了。
马太福音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到我这里来”是指耶稣就是答案，是我们盼望、力量、休息的源头，我们要信靠耶稣。
马可福音 4:36-40
36
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37 忽然起了
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38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39 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
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40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当暴风雨来袭时，耶稣完全处于安歇和平安的状态，而门徒们则非常不安。
诗篇 23:4-6 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6 我一生
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叫“安歇”。这个“安歇”是在四荫的幽谷里、在仇敌的面前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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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 40: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真正学会“安歇”就必须全心的信靠主！我们的生命是要活出圣经里面的生命和神的同在，
使我们可以靠主重新得力，完成神给我们生命的旨意，完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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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或一个月里，有什么让你烦躁不安的事？请分享你如何在烦躁中
得着安歇？
Q2. 司布真说：
“安歇不是浪费时间。重新得力是经济的选择。偶尔休息是明智的选择。长远
来看，我们有时做得少反而可以做得更多。”请分享你在这周要做的一件事，以确保你能
得到充足的休息。
Q3. 目前在你的身体上、精神上、情绪上和属灵上有真正的安歇吗？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
诚分享，然后彼此祷告。

背诵经文：
马太福音 11:28-30
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
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
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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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 - 11 月 25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佳伟剧院 (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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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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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