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12 周（3 月 17 日–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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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彩色人生
目的：分享彼此的生命色彩，因著耶穌，我们生命的色彩将是积极、亮丽，充满希望的。
1、 每人发一张 A4 的纸，纸张中划分成四等分。
2、 每一个格子中请写出一种颜色，代表自己的颜色； 第二格写出自己快乐时的颜色；第三
格写出自己生气时的颜色；第四格写出自己难过时的颜色。（格子可自由增加或减少）
3、 划好后，分小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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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我满足

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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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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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 我得自由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放弃倚靠我自己的骄傲
祢的祝福无法测度
靠祢能力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
如同手中珍宝

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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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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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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奖赏都不能够
与祢的恩典相比
耶稣基督 我的倚靠
祢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祢
我的源头 我的盼望
是祢我主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因祢恩典使我得新生命
祢的怜悯触摸我心
祢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
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
只愿更认识祢
所有成就都不能够
与我的主荣耀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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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炼中得完全
讲道日期：2019年3月10日

讲员：钟金明牧师

雅各书 1:1-12
1
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向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问安。2 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
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4 但忍耐要坚持到
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5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
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6 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
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7 那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甚么；8 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
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9 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升为荣；10 富足的也不应该以降卑为辱；
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11 太阳一出，热风一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它的美容
就消失了；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衰落。12 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
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我们在试炼中，如何得到完全？
1. 培育正确的角度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要以正确的角度和态度来面对试炼，不要逃避苦难。因为试炼是有意义
和目标的。不要浪费每个经历试炼成长的机会。基督徒在人生中要面对来自外面的种种逆境
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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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苦难和困境有三个特色：
 无法避免的 -（每当）
 不可预料的 -（你们落在）
 各式各样的 -（百般）
雅各书 1:4 (和合本)
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信徒应当以喜乐为我们的主导思想。无论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逆境，都要以为喜乐。因为苦
难日子让我们学会坚强。成熟的基督徒都是吃过苦的，因为试炼是在考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上帝要每个人都成为完全，要成熟，所以上帝的旨意是塑造属祂的人，让他们具备忍耐的特
质。
马 太 福 音 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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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 书 8:28-29
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29 因为他预先所
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无论顺境或逆境，神有祂的美意，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哥林多后书 4:16-17
16
所以，我们并不沮丧，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朽坏，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17 因为我们
短暂轻微的患难，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
试炼是神所使用的方法，使基督徒成为能荣耀神名的人。试炼时就显示出我们的真实本质，
就象金矿石在火中加热时真金会显露一样。
2. 培育信心的祷告
雅各书 1:5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
得着。
智慧就是以神的观点来现实地看待生活，只要我们有需要，神会无保留地把这种智慧厚赐给
我们。不是说神应许给每一个求祂的人一个更高的智商，神所应许是祂的能力，使我们能看
到忍受试炼，和忠心忍耐的重要性。
神赐下圣经不是为了给我们属世的智慧、聪明、财富，而是为了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想要智
慧, 就要找对地方，然后求, 就会得到。因为上帝是慷慨的，祂乐意把人所需要的智慧赐给
他们。
雅各书 1:6-8
6
可是，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7 那
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甚么；8 因为三心两意的人，在他的一切道路上，都摇摆不定。
信心的祷告：不要有疑惑；不心怀二意；不摇摆不定。
祷告如果老是疑惑，常常动摇，那么人生的每件事都会优柔寡断，就像海浪翻腾。
约伯记 23:10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首先要认识神，因为认识神就是我们的永生。认识神之后，神鉴察我们
的心，知道我们生命的软弱，就学习调整自己。借着神给我们正确的角度，让我们带着信心
祷告，天天更新自己，不要怨人怨事。当我们改变自己，整个世界都被改变。当我们调整自
己后，神要我们去服侍人。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软弱，就更加的去认识神。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过程。我们越服侍人，就越要亲近神、明白神、认识神，再
做调整，调整后再去服侍他人。就如在带领小组，我们在服侍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困难，神明
白，这个过程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雅各书 1:12 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
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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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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生命中面临风暴时，你会以怎样的角度或态度看待这个风暴？你把它视为灾难还
是试炼呢？请分享。
Q2. 若你在工作上面对挑战，或生意上遇到难题，或情感上遇到问题，或经济上遇到困难，
请坦诚的分享你将如何培育信心的祷告。
Q3. 你在教会或小组有参与任何的服事吗？在你的服事当中，有遇到困难或挑战吗？你如何
调整自己去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你的经历和当中所学到的功
课，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雅各书 1:12
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主应许给
爱他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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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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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Gateway TCS Office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3 月 16,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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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常年会员大会
坚信浸信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第 32 届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3 月 28 日，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大
堂举行。欢迎所有坚信会友出席。会友们可在 3 月 16 和 17 日及 3 月 23 和 24 日的周末，在
所有聚会地点领取常年报告。常年报告只限会友领取。领取常年报告时必须出示身份证以进
行会籍验证。请携带常年报告出席会员大会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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