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4 周（1 月 20 日–1 月 26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
游戏名称：食物大奉送
目的：促进组员互动，加快新成员融入。
内容：1、准备不同的食物，把食物盖住不可以看见；
2、请出 1 名组员为“食物分享者”
，要对大家说：
“我叫 XXX，食物大奉送，饥饿的人
请举手！”。先举起手的 1 位组员成为“饥饿者”，需站出来回应说：“我是 XXX，我很饿！”
3、站出来的组员需要蒙住眼睛，食物派送员带他到食物汇集点取一样食物。请得到食
物的组员猜猜食物是什么？猜对的得到食物，猜错的换第二轮的饥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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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有可能

祢配得全所有/我尊崇祢

基督是我满足

（副歌）
有祢我能成就一切
能成就一切
因祢赐我力量
凡事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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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祢瞎眼能看见
生命能改变
我凭信心而活
凡事都有可能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
我活着不是凭感觉
我深知主祢与我同在
在祢绝没有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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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尊崇祢哦主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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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十架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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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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
讲道日期：2019 年 1 月 13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以赛亚书 43:18-24
18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
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20 野地的走兽必尊
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21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22 “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
倒厌烦我！23 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
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24 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
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读这章节，我们看到了神的慈爱藉震怒得以彰显。神救恩的应许是神要做一件新事，为被掳
巴比伦的子民开路，使他们重返故土。然而神不喜悦当时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偏离了神。
他们不仅不敬拜神，甚至不肯寻求神。然而，神却不永远愤怒，反而施恩典等待他们归回。

“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是对神的饥渴。人们不了解、或者不能经验到恩典的至高无上，以及它
如何通过至高无上喜乐的觉醒的运作；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神的饥渴太少了！”
——约翰·派博
属灵饥饿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及其重要。我们对食物的饥渴表明我们需要滋养，而属灵
的饥饿就说明我们需要属灵上的滋养。
以赛亚书 43:22 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
这段经文揭示以色列民不再对神感到饥渴，反倒厌烦神。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不要像这些以
色列民一样，不再对神饥渴慕义。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培养对神的饥渴：
1. 神圣的不满足——培养属灵的饥渴。
属世界的不满足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物质不够多。神圣的不满足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更多
拥有神。
诗篇 145:18 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这是我们跟神应有的关系。我们必须不断的呼求神，直到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肯定比这更多……”——提姆修《你是烈火》（英文敬拜歌曲）
这就是所说的“饥饿”。每当我们歌唱敬拜神，我们要渴慕神更多，这是神所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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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7:16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
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这是神让摩西对法老说的话。神释放祂的百姓好使他们可以自由的与祂建立关系。而以色列
人如何回应？
出埃及记 14:11-12
11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埃及没有坟地，要你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吗？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埃
及呢？12 我们对你说过，别管我们，就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吧。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好啊！”
我们也常会如以色列人一样满足于现状。但神要我们有属灵的不满足，要我们要渴慕神更多。
世俗的满足感叫我们一事无成；随遇而安。而神圣的不满足感，带我们走出自我的限制；到
神那里去！
以色列人宁愿放弃旷野的自由也要选在埃及做奴隶，是因为他们追寻地上的舒适。但神要我
们对属灵状态有不满足。若这“饥饿”感推动我们渴慕神，即使身在旷野，我们也是喜乐的。
2. 神圣的渴求——选择属灵的食物。
有一句话说：你吃什么就成为怎样的人。在属灵上面同样的，若我们用金钱、成功等世界上
的东西来满足自己，我们就会成为物质主义的人。若我们以负面的思想来喂养我们的属灵生
命，就会有负面的生命。
以赛亚书 43:24 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
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箴言 27:7 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
当我们吃饱了，就没有空间给其它东西了。那我们的生命是用什么来喂饱呢？
出埃及记 16:2-3
2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3 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
啊！”
出埃及记 17:2-3
所以与摩西争闹，说：
“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
3
探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
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神在旷野看顾他们所有的需要，可他们不感谢神，他们发怨言只要他们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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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呼召我们不是叫我们享受舒适，祂呼召我们到祂所去的地方去。
在有神同在的地方牺牲一点，总好过在没有神的地方而不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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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弃绝了他们最丰盛的一样东西——神的同在。
以色列人想要的，是神的礼物，而不是神的同在。
出埃及记 19: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
来归我。

“你是否对神感到饥渴？如果我们对神荣耀的显现没有强烈的渴望，并非是我们已沉醉其中，
或满足了。而是因为我们迷恋世界的享乐太久了。我们的灵魂充塞了渺小，已经没有空间容
纳伟大的事了。”——约翰·派博
有时我们对神没有饥渴，因为我们迷恋世界的享乐太久了。我们要更舒适的生活，更成功并
不是不好，只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已经没有空间留给神了，我们不再渴慕神了。
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的同在充满，我们就无法触摸到神的同在。
神啊！愿你的同在充满我们。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靠感觉的，而是应该让神的同在充满我们。
当我们胜过感觉的时候，就有空间让神来充满我们！当神的同在充满我们的时候，神就给我
们力量，一切就不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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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满足于现状，舒适、安逸的环境？还是渴慕更多属灵上的滋养？请分享。
Q2. 箴言 27:7 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请问你的生命是
用什么来喂饱的呢？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你将如何培养属灵的饥渴与神圣的渴求？然后彼此为着各自的
需要祷告。

背诵经文：
以赛亚书 43:18-19
18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
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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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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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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