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1 周（12 月 30 日–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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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各抒己见
目的：了解组员的时事触角，学习直言表达
时间：15 分钟
材料：当日报纸
内容：组长说：“今日是时事论坛，有个人意见要尽情表达。”
1. 选数则有意义又富争论性的新闻，请大家表达看法。了解各组员的分析力，个人观点、立
场等……
2. 组长不会下结论，但要赞赏组员表达及互相尊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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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全心赞美

主祢是我们的太阳

君王就在这里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
进入祢的院
全心颂赞 献上为祭
是嘴唇的果子
在祢里面 一无挂虑 喜乐满溢
常常感谢 不住祷告
盼望在于祢

喔主祢是我们的太阳
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
那些全心跟随祢旨意
属于祢的百姓
因祢恩典 得美好奖赏

圣洁耶稣
祢宝座在这里
哈利路亚
祢荣耀在这里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颂扬祢名
在祢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停
义人棚里欢呼声永不息

喔主 祢是我们救赎主
祢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
祢将祢的荣耀
倾倒在祢大能百姓
使我们单单敬畏祢
在天上 配得所有尊崇
主祢的荣耀 临到全地上
在黑暗中照亮 祢是世界的真光
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
来颂扬 主祢至圣尊名
高举全地上 万民都歌唱
我们不再悲伤 因祢是唯一盼望
我们同心宣扬
耶稣祢是永远的真光
我们不再悲伤 因祢是唯一盼望
我们同心宣扬 耶稣我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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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欢然献祭
拥戴祢为王
荣耀都归于祢
君王就在这里
大能彰显这地
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
更多更多来高举祢的名
更多更多来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来承认祢是主
直到那日我再见祢的面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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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讲道日期：2018 年 12 月 23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而圣诞能够把人聚集在一起。

“圣诞节是一个有意义并富有传统色彩的节日，是和家人朋友温馨共度特别的一天。”——英
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圣诞是一个很美妙的时光。本周的信息主题就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都知道圣诞是一个特别的季节，因为我们都收到很多礼物，而最美好的礼物是：
哥林多后书 9:15 感谢神，因他有无法描述的恩赐！
在神的内心深处，是想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在这个圣诞节，神有两份非常重要的礼物要赐给
我们：
1. 爱的礼物
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神如此的爱我们，甚至连自己的独生子都愿意赐给我们。神只有这一个独生子，耶稣对祂是
何等的宝贵，可见我们在神的眼里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圣诞节，我们都领受到了这特别珍
贵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一个爱的彰显。
马太福音 1:18-23 18 以下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耶稣的母亲玛丽亚和约瑟订了婚，还没
有成亲就从圣灵怀了孕。19 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公开地羞辱她，便决定暗中和她解除婚约。
20
他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主的一位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裔约瑟，不要怕，
把玛丽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21 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取名叫耶稣，
因为祂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22 这一切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23“必有童
贞女怀孕生子，祂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圣诞节其实是爱的礼物，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圣经教导我们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一同生活。与一个人同住，可以完全看清对方的一切，这对彼此是很大的考验。有一
个故事，在 70 年代有一位美国籍的女士叫詹妮斯卡特，她是心理学的毕业生。故事讲到在
1977 年她护送两只黑猩猩从美国到非洲的西部。詹妮斯卡特用了八至九年的时间与它们同住，
示范并教导这两只黑猩猩如何在野外生活。詹妮斯卡特示范了她对黑猩猩的爱，她把自己弄
得如此的卑微，八至九年过得像禽兽般的生活。耶稣降生来到世上正是如此，卑微的降世为
人来到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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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2:5-8

5

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6 祂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抓
7

8

住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不放， 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 祂
以人的样子出现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愿意放下一切降生为人，与我们同住，对祂而言是一种羞辱，还得忍受我们所给的一些
问题，这就是祂的爱的彰显。有句话说：上帝所赐爱的礼物表明你对祂意义很重大。如果我
们对神没有任何意义的话，祂也不会将这份爱的礼物献给我们。
2. 生命的礼物
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这就是生命的礼物。要去理解什么是永生，就必须学习它的反义词，也就是永恒的死亡。我
们被称为人类，我们有肉体、有心思意念、有情绪和感觉，还有一个往往被遗忘的部分，就
是我们的灵魂所在。我们常常专注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心灵的健康、情感的健康，但是在
我们的灵里也需要健康。我们必须学习照顾到自己的灵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在生
命里面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们才是觉得很难过的人。这并不是真实的，成功人士也觉得特
别孤单，很多时候都觉得他们是很失败的，他们也是不满足、不开心的。无论是成功或失败
都觉得不开心，也就是生命里面缺乏了什么。这是在灵里面能够找得到的，而我们的灵魂是
需要这份生命的礼物。
马太福音 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回
自己的生命呢？
这里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如果我们赚得了全世界，自己的灵魂却死了，那
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就来赐给我们这份生命的礼物。祂赐给我们的不单单是肉体上的
生命，祂也赐给我们灵魂里面的生命。有一天，某一日，我们的身体都会死去的，可是上帝
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并不需要死的。
约翰福音 3:16-17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
得永生。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祂要拯救我们，好让我们得到永生。
约翰福音 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
耶稣说祂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不单单是生命，而是丰盛的生命。祂要让我们领受这丰
盛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灵魂里面。很多人在步入人生的最后阶段，常常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
他们的生命这一辈子以来并没有什么意义。
传道书 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很多人都觉得生命是虚空的，没有什么意思的。若生命是没有意思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活着
了。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礼物，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上帝所赐生命的礼
物，是表明了我们在祂里面有美好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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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2:10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祂预先安排给我
们的美善之事。
我们被创造并不是机缘巧合、并不是一场意外，因为祂创造我们是有祂的美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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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要我们有末后的指望。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神要赐给我们这两份礼物：
第一，祂要我们领受这份爱的礼物。祂要让我们知道祂所赐的这份爱的礼物，对神来说是意
义重大的。第二份礼物就是生命的礼物。这份生命的礼物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里面
是有美好的旨意的。
Matthew 的见证：
Matthew 是教会的同工，他去年的圣诞是在医院度过的。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他开始有很
多头痛的状况，这个头痛影响到他的视觉、听觉，还冒冷汗。后来，入院检查发现他的脑里
面有两颗肿瘤。这两颗肿瘤导致他有许多的头痛，甚至有一段时间是靠着止痛药过日子的。
去年 12 月通过手术把其中一颗肿瘤取出来，而另一颗因为肿瘤的位置太深入，危险性很高，
就用放射治疗来除去。治疗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有如耶稣带上荆棘冠冕。化验报告说他的
肿瘤是恶性的，而且也发现他的肺部，左脚的大腿骨都有恶性的肿瘤，而鼻子也有良性的肿
瘤。因为已经开始扩散了，医生说是第四期的癌症。后来 Matthew 做了大腿的手术，也把鼻
子的肿瘤取出，化验后证实那是致癌的根源。 Matthew 经历了几次的手术，目前也还在化疗
的当中。他在做化疗时，与常人不同，他的胃口特别好，常带食物去吃。他看起来不像一个
病人。Matthew 的这段路程，走来不容易，曾经有位医生告诉他，可能无法看到今年的圣诞
节。在一次的脑部手术后，Matthew 被推进高护病房。当时，他的情绪很低落，想想自己还
那么年轻，又没有什么坏习惯，为什么是他？他就问神：神你还在吗？忽然有位护士进了高
护病房，就直接去拉开窗帘，Matthew 就看到三个英文字母 IMM，他就理解为：I AM，Matthew，
也就是：我在，Matthew。IMM 也是 IMMANUEL（以马内利）的缩写，这整个过程，神都与 Matthew
同在。虽然 Matthew 还在与癌症搏斗着，他并不觉得孤单，有许多的朋友甚至陌生人来关爱
他，与家人的关系更好了。他的生活质量也变好了，原有的三高（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血
压）全没了，指数都是良好的。
有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以为是咒诅，可是在那个过程中，上帝彰显了祂的
恩典。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生命是完美的，而是教导我们即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上帝必
与我们同在。
圣诞的意义，就是有一份礼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或许这一年的经历不是很顺畅，可是上帝
要我们知道祂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上帝要让我们知道：“神不需要我们证明自己的价值，
祂要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我们已经配得，不需要做什么去赚取这份礼物。“礼物可能是给
你的，但唯有你接受了，礼物才真正属于你。”你是否真正接受了这份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爱
的礼物和生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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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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节对你而言什么？公定假日、互送礼物、与朋友相聚、派对等？你将如何与你未信
主的朋友分享圣诞节的真正意义？请分享。
Q2. 相信在这个圣诞节我们都有收到礼物。在这些礼物当中，有那一份礼物对你而言是有重
大的意义？请分享。
Q3. “礼物可能是给你的，但唯有你接受了，礼物才真正属于你。”你将如何帮助他人领取这
份从神而来的礼物？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分享，然后彼此祷告。
背诵经文：
约翰福音 3:16-17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
得永生。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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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1 - 2 月 24 日; LC2 - 3 月 10 日;
LC4 - 4 月 14 日; LC5 - 4 月 28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触爱中心(地下室)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3 月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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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月 23, 24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教会办公室@ Chai C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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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