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52 周（12 月 23 日–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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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竞猜
本次破冰的目的是活跃气氛并激发组员熟读圣经并了解圣经人物
带领者准备一些纸条并在每一张纸条上写上不同的圣经人物。将所有人分为两组，每组挑选
一个志愿者，让他从所有纸条中随意抽取一张。然后让他通过表演的方式给出提示，帮助他
小组的人在一分钟内猜出圣经人物是谁。这个游戏可以玩三轮，在两个小组中展开比赛，看
哪个组在最短时间猜中最多的圣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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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的爱

永远爱祢

主我们敬拜祢
有尊荣和威严在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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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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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心所渴慕
祢是我心所爱
在我生命中只有祢
是我所爱喔主

当以圣洁为妆饰敬拜祢

每当我想起祢牺牲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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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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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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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耶和华作王
全地当在祂面前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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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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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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
讲道日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我们都不喜欢等待，甚至有时候觉得等待是很痛苦的。这跟属灵路程很像，有时候我们必须
等待，才能等到那珍贵的礼物。我们知道神已经预备很多美好事物给我们，但我们必须等到
适当的时机到来，才能得到。圣诞季节就是教导我们等待，这不只是小孩子们等待着开礼物，
而是圣诞节所代表更深的意义。是神的子民耐心等待最美的礼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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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教导我们要等候耶和华。等待对我们来说是不自然，因为我们都希望结果会立即发生。
而在这圣诞的季节就是教导我们要等待。通常在圣诞的季节，很多牧者都会分享约瑟和马利
亚的故事。其实圣诞故事並不是从约瑟和马利亚开始，而是从一位叫撒迦利亚的人开始的。
他和他的妻子是如何等待到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的应许。
路加福音 1:5-7
5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雅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
伊利莎白。6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7 只是没
有孩子，因为伊利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从经文看到撒迦利亚只是一名普通的祭师，而且年纪老迈，又没有孩子。
路加福音 1:8-10
8
撒迦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9 照祭司的规矩掣签，得进主殿烧香。10 烧香的时
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撒迦利亚只是一位普通的祭师，不过他有个重要工作，就是得进主殿烧香。
路加福音 1:11-17
11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12 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13 天使对他说：“撒
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利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
14

15

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16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
17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
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撒迦利亚在圣殿有了段奇遇，天使对他说：他的妻子伊利莎白要给他生一个儿子。
路加福音 1:18-20
18
撒迦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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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20 到了时
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这是非常有力的机遇，但是撒迦利亚並没有相信。就因为他的不信，所以他就成了哑巴，不
能说话，直到他的妻子生下孩子的日子。
路加福音 1:26-28
26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27 到一个童
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28 天使进去，对她
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路加福音 1:39-45
39
那时候，马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40 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伊利莎
白安。41 伊利莎白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利莎白且被圣灵充满，42 高声
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43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
里得的呢？44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45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等待话都要应验。”
从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白怀孕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故事就与约瑟，马利亚和耶稣连接在
一起。事实上，撒迦利亚和妻子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一直到他们年纪老迈时，才得到神的
应许，有了孩子。
等候不是关乎我们得到想要的事物。等候是关乎神向我们彰显祂自己。
透过撒迦利亚的故事，神向我们彰显三个不同的品格：
1. 信实的神，从不健忘
路加福音 1:5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雅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利亚。他妻子是亚伦
的后人，名叫伊利莎白。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段话对犹太人来说是很讽刺。首先，希律并不完全是犹太人，他
只是半个犹太人。其次，希律作王，并不是他是一位伟大，有领导能力的王。而是他认识正
确的人，使得他在政治上可以为成王。最后，他只是名义上的王，并不是真正有能力成为王。
希律并不是好人，他非常没有安全感。甚至因为怕被夺王位，而把三个儿子给杀了。
在犹太王希律的灰暗日子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 | (זְ כ ְַריָהZekharyah) 的希伯来文就是“耶和华顾念”。
从旧约时代结束，到新约时代开始，神对祂的百姓沉默了 400 年。这是神教导祂的百姓学习
等待。但是神并没有忘记祂的子民，所以神打破以色列人所处的属灵黑暗。
路加福音 1:13 天使对他说：
“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
伊利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当时撒迦利亚已经年老，经过 30 年的等候祷告，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祂是信实的神，所以祂
应许给撒迦利亚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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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切的神，绝不自大
路加福音 1:10 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沉默 400 年的神並没有选择隆重出场，而是非常个人化的显现给撒迦利亚。试想英女王访问
新加坡时，会去见谁呢? 如果她出现在你家组屋的客厅，你是不是会吓一大跳？同样的撒迦
利亚也觉得不可能。当时外面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神可以大声宣扬。但神没有，因为祂是亲
切的神，绝不自大。所以祂选择显现给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书 4:10 谁敢藐视这微不足道的日子？人们看见所罗巴伯手中拿着线锤时，就必欢
喜……
上帝不会渺视这些事。我们可能认为, 与撒迦利亚说话是微不足道的, 但对神来说，这是非常
个人化的，因为祂是亲切的神。
路加福音 1:13-14
13
天使对他说：
“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利莎白要给
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14 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上帝出现在撒迦利亚面前，而且有如此亲切的对话。因为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
的神”。
马太福音 20: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就像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降世为人，是为我们附上代价，
祂来是要服侍人。
人也许会相信世上有一位伟大的神。但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伟大的神竟然会关心和服侍
一个卑微的小人物。
3. 神有恩慈，不易发怒
很多人会说：旧约的神是易怒。这是我们不理解圣经，不了解上帝的心意。事实是，上帝
派了很多的先知们叫百姓回转归向神，但是他们拒绝神。
上帝派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就是因为上帝是有恩慈。身为基督徒必须竭尽所能阻止人们进入
地狱。

“如果罪人被咒骂，至少让他们越过我们跳进地狱。如果他们会灭亡，让我们的手臂抓住他
们的膝盖，恳求他们留下来。如果地狱必须填满人，那让它满有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不让任
何一个人没有得到警告或祷告就到地狱去。”——司布真
当罪人被咒骂，他们是越过基督被钉的身体才进地狱的。当他们灭亡，上帝的手臂是抓住他
们的膝盖，恳求他们留下来的。当地狱填满人的时候，它是满有上帝对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
和警告的。
旧约的精神就在这句话里，神不断对祂的百姓付出和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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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18-20
18

19

撒迦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20 到了时
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撒迦利亚对上帝应许给他孩子的回应，就像是质疑神的回答：确定吗？
耶利米哀歌 3:22 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但是神有恩慈，不易发怒。所以撒加利亚并没有因为不信而遭神的消灭。

路加福音 1:57-64
57
伊利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58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她大施怜悯，就和她一同欢乐。
59
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迦利亚。60 他母亲说：
“不
可，要叫他约翰。”61 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62 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
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63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
奇。64 撒迦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撒加利亚终于说出信心的话。
路加福音 1:13 天使对他说：
“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
伊利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约翰 | ( יֹוחָ נָןYohanan)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是恩慈的”。
约翰福音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
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主，教导我们有忍耐的纪律，因为等候往往比工作还困难。”——彼得•马歇尔
等候是不容易的，若我们是在一个等候的时期，寻求神，用这个等候的时间求主彰显。当我
们在等候时，神还在工作着。

“如果主耶和华要我们等候，我们就要全心等候；因为凡等候祂的，有福了。神值得我们等
候。等候对我们有益处，即试炼信心、锻炼耐心、训练顺服、而且当祝福来临时，等候使祝
福更讨喜。神的子民从古至今都是一群信靠祂、等候祂的子民。”——司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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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等候时，神还在工作。请分享你在等候神的经历。当神迟迟没有回应你的祷告
时，你会怎么做？
5

Q2. 当你正在经历一段等候的季节，看到他人在分享神如何的回应他们的祷告，你作何反应？
会继续等候神吗？请坦诚分享。
Q3. 分享一个你仍在等待神回应的祷告，在等待当中，你学到什么功课？分成 2 至 3 人一组，
坦诚分享，然后彼此祷告。
背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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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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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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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农历新年团圆饭
农历新年快到了，华文事工为着无法返乡过年的海外华人，特别举办了农历新年团圆饭。我
们想借此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让远离家乡的海外华人过个温馨的农历新年。日期
是 1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上 7 点，在东皇大酒楼（Roland Restaurant）进行。费用是每人
20 元 。 如 果 你 想 要 报 名 ， 或 有 任 何 疑 问 ， 请 联 络 陈 玉 萍 6424 9514 ， 或 电 邮 到
geokpheng.tan@fcb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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