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 周（1 月 13 日–1 月 19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
帶領者請大家輪流分享自己曾經參與過，最有挑戰性的一件事。以及這件事帶給自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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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事将要成就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永远掌权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膏新的恩宠
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
称赞我们神为高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典新的盼望
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本于祢
属于祢 归于祢
祢是荣耀君王

祢真好 祢真好 无人能与祢相比
祢的爱 祢的爱 完全向世人显明
祢是光 祢是光 当黑暗向我靠近
祢是我的盼望 我的罪全都洗净

祢是做新事的神
我要向祢唱新歌
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新酒新皮袋每天要赐下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渴望看见 祢的彰显
呼求祢來翻转震动这土地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同心高举 祢圣洁的名
呼求天窗打开 春雨不停息
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大大张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浇灌这地
眼未看见 耳未听见
渴慕更多 看见祢的荣面

祢是我的平安
祢信实不改变
祢是我的喜乐
祢赐给我生命

当恐惧抓住我心
甚至当我远离祢
我歌唱单单为祢
死亡失去了权柄

喔主我奔向祢胸怀 我奔向祢胸怀
祢丰盛的大爱 永远与我同在
祢的拥抱何等甘甜
世界真光永远掌权
有更多
祢是主
祢在这
祢是神

有更多
祢是主
祢在这
祢是神

超过我所想所求
万物都宣扬述说
遮盖我所有软弱
为祢放弃全所有

我灵歌唱 別无他名
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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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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力

讲员：鄺保亮牧师

讲道日期：2019 年 1 月 6 日

雅各书 1:2-4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首先，让我们带着感恩的态度回顾去年培育的季节，培育意味着松土、撒种、灌溉，并且预
备大收割，上帝应许信实的子民必定会经历大丰收。因此在培育的季节，我们要向下扎根，
向上成长。
撒迦利亚书 8:12 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
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
歌罗西书 2:7 按照你们所受的教导在祂里面扎根成长，信心坚固，满怀感恩。
今年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毅力”。我们除了要以感恩的心对待过去，也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这样我们才能热切展望未来，面对挑战。毅力的定义是：勇气和决心；坚强的性格。
雅各书 1:2-4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雅各书教导我们如何实际的面对生命的挑战。美军一支精英部队有这样的标语：“The only easy
day was yesterday.”昨日还轻松（最轻松的日子已经过去）。这的确很真实，似乎已经过去的日
子总是比还没来的容易。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问题好像越来越多，生活感到日益艰难。
“神曾应许我们会遇患难，所以患难本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甚至被告知：‘哀恸的人有福
了。’”——路易斯
圣经也提到，我们将会面对试炼。彼得前书 4:12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是为何“毅力”如此重要！在“毅力”的定义里，‘勇
气’和‘坚强’都是关键字。
约书亚记 1:9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
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
我们都想要得着勇气和力量，但是要领受力量，表示你会面临一个需要力量的处境；要得着
勇气，表示你会面对让你惧怕的事情。就算生命有这么多的挑战，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得胜
者，因为上帝会赐给你两种不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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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忍耐的力量
雅各书 1:2-4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希伯来书 12:1-2 1 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放下一切重担，摆
脱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2 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
的耶稣。祂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
的右边。
这段经文描述了生命就像是赛跑，若要完成赛程，必须能坚持。赛跑的过程是非常难受的，
必须有毅力才能坚持下去。恩典使耶稣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毅力使祂忍受被钉在十字架
上的痛苦。耶稣也必须忍受十字架的痛楚，祂在被钉之前也需要跪下来，呼求天父赐下力量。
路加福音 22:39-43 39 耶稣离开，像往常一样前往橄榄山，门徒也跟去了。 40 到了山上，祂
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以免陷入诱惑！”41 然后，祂独自走到离门徒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
远的地方跪下祷告：42“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
意愿。”43 有一位从天上来的天使向祂显现，给祂加添力量。
若是神子耶稣尚且需要呼求神，更何况是我们呢？
希伯来书 12:1 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放下一切重担，摆脱
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
以赛亚书 40:28-31 28 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有听见过？永恒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
的主宰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祂的智慧深不可测。 29 祂赐疲乏的人能力，给软弱的人力量。
30 即使青年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会踉跄跌倒；31 但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
必像鹰一样展翅高飞，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就算轻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神今天还是与你同在。
“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地狱，请你继续前进。”——温斯顿•丘吉尔
雅各书 1: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
那些爱他之人的。

二、拥抱的胆量
雅各书 1: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拥抱的定义：心甘情愿并积极接受。
“世界倡导的是享受此生，因为苦难即将临到；基督教则赋予信徒身处逆境的支撑力量——将
来的喜乐盼望。”——提摩太•凯勒
当耶稣面对艰难的挑战，祂也呼求天父挪去这苦杯，但是耶稣加了非常需要胆量才能说的一
句话：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
3

基督徒都应当靠着主能有这样的胆量，愿意对主说，无论祢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面对，
去征服！
提摩太后书 1:7-8
7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8 你不
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
受苦难。
马太福音 14:25-31 25 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26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
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27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28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29 耶稣说：“你
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30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
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31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
什么疑惑呢？ ”
你的生命中最大的突破往往在最大的苦难和挑战中出现。
彼得前书 4:12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
事…
“船在港弯停泊是安全的，但船只并非为此而造。”—— 约翰•奥古斯塔斯•谢德
“大船要在深水行。”——乔治•赫伯特
罗马书 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37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当你经历最黑暗的日子，而感到心碎，被遗弃，走投无路，或伤痛欲绝时，你会单单转向神，
并经历最亲密，最深刻的敬拜。”——华理克
申命记 31:6 你们要刚强勇敢，不要怕他们，因为你们的上帝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祂不会撇
下你们，也不会离弃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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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书提到，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你认为要如何才能做到呢？你是否有这
样的经历？
Q2. 在新的一年开始，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正经历越来越艰难的处境？请分享现在你对这个
难处的看法。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彼此对今天信息的领受，和自己未来在哪些方面会有所改变？
然后彼此为着各自的需要祷告。

背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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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1:2-4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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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费用获
津贴后是 20 元。请于 1 月 13 日之前拨电 6424 9514（星期二至五，早上 9.00 至傍晚 6.00）
或电邮至 geokpheng.tan@fcbc.org.sg 联络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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