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15 周（4 月 7 日–4 月 13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可以先开始，再由其他组员接着当代领者。
『找呀，找呀，找朋友！』
1. 大家围坐一起，所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和一项爱好写在纸条上折起来；
2. 带领者把纸条收集并选第一位参与者抽出一张。带领者打开纸条只读爱好，不读名字。
3. 请第一位参与者把纸条还给他/她认为有此爱好的一位朋友。并唱或说：“找呀，找
呀，找朋友，找到我的好朋友。”
4. 谁第一个找对爱好和名字相符的人获胜。
此游戏不仅可以认识新朋友的名字，还可以加深彼此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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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有能力

亲爱圣灵

这是圣洁之地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祢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泉源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 里面活着

再没有事物 能与祢相比
活泼的盼望 超越全世界
祢同在里

这是圣洁之地 神在这里
前来献上 最深的敬拜
这是圣洁之地
神在这里 设立宝座

我尝到世上 最甜美的爱
当我心得释放 我羞愧都松开
祢同在里

在荣耀的敬拜里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属这世界
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活水涌流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
能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
还得胜有余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祢
充满这氛围 浇灌在这地
我全心渴慕祢荣耀降临
完全降服于祢的同在里

我全心来敬拜祢主
高举双手敬拜祢主
在祢大能荣耀光中
我俯伏在祢宝座前

让我更多 来感受祢的同在
让我更多经历

我全心来敬拜祢主
高举双手敬拜祢主
在祢大能荣耀光中
我与众天使俯伏

祢荣耀中的良善

深深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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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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家庭
讲道日期：2019 年 3 月 31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创世纪 9:18-27
18 与挪亚一起出方舟的有他的儿子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 19 挪亚这三个儿子的
后代遍布天下。20 挪亚做了农夫，他是第一个栽种葡萄园的人。 21 一天，他喝葡萄酒喝醉
了，赤裸着身体躺在帐篷里。22 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露体，便去告诉外面的两个
弟兄。23 于是，闪和雅弗拿了一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走进帐篷，把衣服盖在父亲身上，
他们背着脸不看父亲赤裸的身体。24 挪亚酒醒后，知道了小儿子做的事，25 就说：“迦南
该受咒诅，必做他弟兄的仆人的仆人。”26 又说：“闪的上帝耶和华当受称颂！迦南要做
闪的仆人。27 愿上帝扩张雅弗的疆界，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让迦南做他的仆人。”
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但事与愿违，我们发现我们的家庭里会发生很多凌乱的事
情，家人之间互相拆毁正如《创世纪》第九章中提到的家庭一样并不完美：父亲做了不该做
的，儿子看到父亲赤身露体不仅没有保护他，反而出去跟外面的两个弟兄讲。我们也看到这
位父亲最后咒诅了这个儿子而祝福了其他两个儿子。对于教会，我们也渴望其完美，如渴望
有一位完美的牧师、组长、组员等等。
《创世纪》第九章教导了我们完美家庭很重要的功课，
如何建立完美家庭？
1. 了解家人的不完美
创世记 9:21 一天，他喝葡萄酒喝醉了，赤裸着身体躺在帐篷里。
挪亚并不是一个“好父亲”的榜样。但他是上帝眼中的伟人之一，这是因为上帝从来不使用
完美的人。如果上帝只使用完美的人，那我们每个人就有难了。
腓立比书 3:12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或者纯全了，我还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达到基督
耶稣要我达到的目标。
保罗在这里要说的是他还没有得到纯全，了解到他是不完美的。
“完美”有不同的解释，在词典里“完美”就是纯全即毫无缺点或瑕疵的意思。
《圣经》教导的“纯全”希腊文的意思是要完全；要成就；要达到某个预定的目标。
而中文的解释是“完美”，“完”是指要完结，或要完成；“美”是指美颜或形象。
马太福音 5:48 所以，你们要纯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纯全的。
罗马书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
我们是由天父的形象所造，因罪而变得不完美。我们都处于被修复之中，无论个人、家庭或
是教会，我们都是正在被改善。我们必须了解到自身内在的不完美，这也是福音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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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6:9 以下是有关挪亚的记载。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纯全无过的人，他
与上帝同行。
希伯来书 11:7 挪亚因为有信心，在上帝指示他未来要发生的事之后，就怀着敬畏的心建造
方舟，来救全家的人。他借着信心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并承受了因信而来的义。
上帝的奇异恩典：纵使我们不完美，上帝却愿意使用我们。甚至透过使用我们，上帝使我们
成为“纯全”，这是一个过程。然而，我们却期望身边的人已是完美的了。

“虽然我们知道身边的人都不完美，但仍然力求至臻完美，对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邓妍妍
“一个最完美的人，就是发现自己的不完美。”——圣奥古斯丁
当我们理解到我们的确不完美的时候，理解到我们的家人也是不会完美的时候，从那一时刻，
我们的家庭就开始完美了。
2. 接纳家人的不完美
接纳就是要紧紧抓住而非任意推开。我们都有做错事或犯罪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身为一家
人就允许犯错，而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罪而把家人推开。接纳不完美家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要
服侍和帮助他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要如何接纳关爱他人，祂是我们如何拥抱他
人的最好榜样。
提摩太前书 5:8 谁不照顾自己的亲属，尤其是不照顾自己的家人，就是违背真道，比不信
的人还坏。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而我们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照顾我们的家
人，爱我们的家人。因为：
i. 没有人比你更爱你的家人。
ii.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家人的需要。
iii. 你的家庭得以转化，收获最大的就是你。
iv. 神将你家人的福利托付于你。
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若没有摩擦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关系疏远了。若有一些的摩擦，则
正因着这些摩擦，我们才可以继续凝聚在一起，以爱接纳彼此。
箴言 17:9 饶恕过犯，促进友爱；重提旧恨，破坏友情。
以弗所书 4:2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耶稣基督接纳圣徒们的不完美；好让圣徒们也能彼此接纳。”——威廉‧葛诺
希伯来书 11:1 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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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家人的缺陷，如坏习惯、不好的品格等等。在教会里，我们常
会将“祷告需求”变为“最终投诉”。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为家人祷告的时候，不要祷告
我们所看得见的，而是为着未看见的来祷告。以得胜的角度来祷告，尊荣和帮助我们的家人。
当我们为着孩子祷告时，不要只盯着孩子的缺点或软弱，如祷告孩子不要变得那样懒惰。不
如以胜利的占点来祷告，仰望耶稣，祷告孩子成为属神的子民，祷告他成为全心全人都爱主
的人，祷告他兴起来成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在孩子的生命中看到耶稣！
以弗所书 3:13-19
13 所以，我请求各位不要因我为你们受苦而沮丧，这其实是你们的荣耀。 14-15 为此，我跪
在天地万物的本源——天父面前，16 祈求祂按照自己丰富的荣耀，借着祂的灵，以大能使
你们内在的生命刚强起来，17 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爱中扎根、
坚立，18 以便能够与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 19 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
过人所能理解的爱，好叫上帝无限的丰富充满你们。
使徒保罗的心是为着不完美的人而破碎，跪下来为着他们祷告。这个是我们接纳不完美的家
庭最好的方法，去服事、帮助他们，透过我们成为家庭的祝福。

“欧哈纳就是一家人的意思；一家人就是没有人会被放弃，或被遗忘。”——星际宝贝
“如果这是我的家庭，那我不会遗忘也不会背弃这个家庭。”——邝保亮
“我不只是属于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属于我。”
上帝把我们差在这个家庭（原生家庭/教会属灵家庭）里面是有缘由的。很多时候，事实并
非如意，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可以不断的进步。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委身于这个家
庭。我们的家人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就算有时家人没能成为好的榜样，但从我们自身开始带
来转化！
罗马书 5:8 但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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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看见家庭的不完美，你会完全的拒绝你的家人还是会选择完全的接纳他们？请分
享。
Q2. 在你的家庭关系中，是否有摩擦？请坦诚的分享你将如何化解这些摩擦？
Q3. 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的分享你将如建立一个完美
的家庭，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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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经文：
以弗所书 3:16-19
16 祈求祂按照自己丰富的荣耀，借着祂的灵，以大能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刚强起来， 17 使基
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爱中扎根、坚立， 18 以便能够与众圣徒一同领
悟基督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19 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过人所能理解的爱，好叫上帝无限
的丰富充满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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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1 - 6 月 2 日; LC2 - 6 月 16 日;
LC4 - 7 月 21 日; LC5 - 8 月 4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佳伟剧院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6 月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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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月 6,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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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希望与你有约
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将聚集在国家体育场，一同参加《希望与你有约》大型布道会！这三天
的盛典于 5 月 17 至 19 日举行。我们的教会将主持 5 月 19 日晚上最后一场的英语布道会。
门票免费。请下载《希望与你有约》的手机应用程序预定座位。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s://celebrationofhope.sg/《希望与你有约》的网址。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为此活动祷告，4 月 17 日就是《希望与你有约》最后第二个祷告聚会
了。聚会以英语进行，备有华语翻译。时间于晚上 8.00 在触爱中心大堂进行，欢迎大家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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