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50 周（12 月 9 日–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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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
时间：10－15 分钟
材料：纸、剪刀
内容：
1. 带领者将所有的组员分为２人一组，每组发数张白纸，一把剪刀。
2. 一人用右手拿剪刀，另一人用左手拿白纸（亦可相反）。没有用到的那只手藏在背后不
许伸出。
3. 带领者出题，例如：请每组在５分钟内剪出一棵树、一条鱼和一个茶杯（带领者可斟
酌改变）。在时间内剪得最像的一组获胜。
4. 请大家分享这个合作过程带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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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天敞开

祢恩典不离开

将天敞开 祢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 祢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 祢的荣耀降下来
万国赞叹祢 祢是荣耀君王

耶稣我赞美祢
祢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
我呼求祢的时候
祢使我心中力量
再次刚强起来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欢呼 耶稣基督
圣洁羔羊 荣耀归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 耶稣 耶稣 耶稣
狂风暴雨巨浪中
祢的恩典不离开
祢是我盼望
我唯一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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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恩典 祢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祢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
祢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必充满赞美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让一切焦点转向祢

祢已挪去我所有枷锁
祢已挪去我所有重担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祢
宝座前敬拜不停息

祢已挪去我所有伤悲
祢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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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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合作
讲道日期：2018 年 12 月 2 日

讲员：邝保亮 牧师

哥林多前书 3:5-11
5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6 我
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8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
赐。9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10 我照神所给我的
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大使命：神差遣祂的子民去传福音，使万民成为门徒的命令。
“大使命不是供你考虑的选项；而是必须遵行的命令。”——戴德生
我们必须完成大使命，因为这是上帝所托付的，所以需要去执行，听起来仿佛上地就像职场
的老板一样的霸道。然而，当我们更深的理解大使命，就能够在命令以外看见上帝对我们深
刻的爱。上帝至为看重的大使命，岂会随便差遣无关紧要的人去完成？大使命不只是大命令，
它也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进入与祂伟大的合作之中。只有与神和祂的子民携手合作才能完
成大使命。合作是指＂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与他人一起工作＂。
哥林多前书 3:9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上帝不是上司，祂说，祂是与我们一同工作的。
当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大使命，了解这份差遣实际上是一份恩宠，反而会与神更亲近，而且
在一同工作的过程中，更认识神也更了解自己。
马太福音 28:16-20
16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17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
惑。 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 所以你们要去，使
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大使命必须是我们与上帝同工才能完成。为什么上帝邀请我们和祂一起同工？
一、神圣的潜能——神要在我们里面工作
上帝看见的是我们里面的潜能。哥林多前书 3:9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祂远远超越了同
工的能力。诗篇 8:3-6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4 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
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上帝何等伟大，竟选择我们和祂一起工作，因为祂看见我们里面的潜能，知道我们以后能成
为一个怎样的人，这是我们自己看不到也很难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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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对当时的市井小民，几个渔夫说，（马太福音 4:19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
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马太福音 28:16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17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要在那里托付大使命给这些人，这些人以后会逃跑，甚至当时与耶稣
面对面都还有怀疑的（马可福音 14:50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但是耶稣看得不是门徒当时的
样子，而是他们未来能够成为的，也就是他们的潜能。祂会借着和我们的同工，发展我们里
面的能力。
二、神圣的合伙——神要与我们一同工作
马太福音 4:19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就是合伙关系。
许多的经文也都如此揭示。
哥林多前书 3: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哥林多前书 3:10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
立别的根基。
马太福音 28: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 所以你们要
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
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以弗所书 3: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的。
腓立比书 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你愿意进入与神的合伙关系吗？若要认识一个人，就与那人一起合作，在工作和挣扎中，更
认识他。同样的，当我们与神一同工作，就会更认识神。这与一般职场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把
工作做好才呈上给老板，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同工的概念，不是把工作做好了才来向神报告，
求神祝福这个计画，而是在工作的每个环节中，都积极的与神互动。
三、神圣的目的——神要透过我们来工作
我们在教会常听到这句话：‘没有神，人什么都不能做；但很多时候，没有人，神什么都不去
做。 ’全能的上帝选择透过人来完成祂神圣的工作。
哥林多前书 3:10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
立别的根基。
以弗所书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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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4:19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马太福音 4:18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
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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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命定是什么。当耶稣看到彼得和安德烈，就呼召他们从属世的命定
（传承的渔夫身分）进入属神的命定（得人渔夫），而且在未来的一生经历各样神迹奇事、医
病赶鬼、领人得救，绝对是他们还过去完全无法想像自己能够做到的。
大使命是一项邀请，让我们今天就决定敞开生命，让神在我们里面工作，与我们一同工作，
并且透过我们来工作，实践神对我们的计画，完成祂的使命，这也是与神亲近最好的方式。
约翰福音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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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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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上帝要借着‘在我们里面工作’来完成大使命? 请分享你的看法。
Q2. 为什么上帝要跟我们同工，成为合伙人? 你觉得同工和雇工有什么差别？你有与上帝同
工的经验吗？
Q3.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上帝透过你，完成了一件你从没想到能够完成的事。请和大家分
享你的经历和感受。
背诵经文：
哥林多前书 3:10-11
10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
慎怎样在上面建造。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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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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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你的感恩分享
1. 祷告 - 开始撰写之前，祈求圣灵通过你和你的故事来说话。
2. 设一个主题（为某个特点感谢神）- 确保你的分享有一个主题，这样你的分享是
集中的，并把要点讲清楚，例如，你可以专注在上帝在你的生命中的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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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建你的分享（简介、经历、结论）- 一个好的结构会确保你的听众能够听懂你
的分享，这会吸引住他们，并清晰地传达出所要表达的想法。
4. 写下来 - 重要的是要逐字逐句写下你的全部分享，这样你就能提前想好分享点之
间的转换，并确保你的分享简洁。
5. 练习 - 记住你的剧本，并以交谈的方式分享。 在你的小组分享或与另一个你能
自在分享的信徒分享，请他（们）给你反馈。 减掉不必要的细节或基督教的术语，改进它，
使它更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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