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17 周（4 月 21 日–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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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我的影响者
内容：带领者请所有组员安静一分钟，想想什么人曾经帮助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限一
人）。接着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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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祢的爱永不变

當祢找到我

主啊我要跟随祢

祢开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将称颂祢到永远
祢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
如同天高过地

当祢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祢靠近我 祢拥抱我
从此祢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交在祢手中
祢医治我 祢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祢的话在我心
使我脚步不偏离
领我走这人生的路
祢的爱在我心
祢必与我同行
牵我的手走下去

夜再黑 心再疲惫
我仰望祢至圣荣面

主啊我要跟随祢
将我一生献给祢

我已决定永不后退
祢作为 何等荣美
祢大能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回应祢的呼召来爱祢
坚持一生不偏离

全地都要来赞美祢
我跪拜祢面前称颂祢
山虽动摇地虽改变
我对祢的爱永不变

我跟随祢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祢即使荆棘满布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
在祢翅膀荫下我得保护
祢话语使我生命得坚固
祢应许不摇动
自始至终永不落空
未来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当祢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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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要跟随祢
将我一生献给祢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皿
将祢的爱分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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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19 年 4 月 14 日

歌罗西书 4:2-6
2
你们要以感恩和警醒的心恒切祷告。 3 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为我们打开传道的门，好传
扬基督的奥秘——我就是为此而被囚禁的。4 也要求上帝使我能尽自己的本分把这奥秘讲清
楚。5 你们要把握时机，运用智慧和非信徒交往。 6 谈吐要温和、风趣，知道该怎样回答每
个人。
有时候上帝会让我们遇见非常奇特的状况，赐给我们有趣的时机、良机，可以与人连接。有
时候可以与他人分享耶稣，有时是与他人分享生活经验，甚至有时只是服事他们。在我们的
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时机。使徒保罗在歌罗西书四章三节说：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为
我们打开传道的门，好传扬基督的奥秘--我就是为此而被囚禁的。当我们踏进那个门，我
们会看见新的机会，是上帝给我们有新的体验的良机。
歌罗西书 4:5-6
5
你们要把握时机，运用智慧和非信徒交往。6 谈吐要温和、风趣，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个人。
这里所说的时机，就是希腊文的 καιρὸν (kairon)：适当或者得时的时间。就是时机。
这个字跟 kairos 很像，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时间。
路加福音 14:16-24
16
于是，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大摆宴席，邀请了许多客人。17 要开席的时候，主人就派
奴仆去对客人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来赴宴吧！’18 可是，他们都找借口推辞。头一个说，
‘我刚买了一块田，必须去看一看，请恕我不能参加。’19 另一个说，‘我新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请恕我不能参加。’20 还有一个说，‘我刚结了婚，所以不能去。’21 奴仆回
来将这些话告诉主人，主人非常生气，于是对奴仆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把贫穷
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都请来。’22 奴仆说，‘主人啊，我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
23

24

有空位。’ 主人又说，‘出去到大路上、篱笆旁硬把人拉来，让我家里座无虚席。 我告
诉你们，原来邀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尝到我的宴席！’”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要怎么做才能使我们的步伐与神的时机一致？
1. 看见时机 - 凭信心打开双眼
上帝早已为我们制造了许多的时机，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没有打开双眼。很多时候这些
良机就在我们四周，就如工作场所的同事，学校里的同学，甚至行走时所遇见的路人。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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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在地铁里，人们戴上耳机，专
注听音乐，或是低头看着手机，有些人可能闭上眼睛睡觉。现在人们在路上行走，不再是抬
头挺胸，许多是低头族，看着手机。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陷入这
样的陷阱里，看不见神赐下的良机。我们没有看见“希望与你有约”是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
时机，因为我们专注在错误的事物上，失去了焦点。
路加福音 14:16 于是，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大摆宴席，邀请了许多客人。
就像经文所描述的，重要的不是宴席，而是邀请了许多客人。同样地，不论是“希望与你有
约”，还是幸福小组，我们应该专注的不是要有多少的准备工作，而是凡来参加的人都会得
到祝福。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是否更专注于必要的筹备工作，还是良好的机会所带来的伟
大机遇？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把握时机。
上帝赐给我们许多的时机，我们必须看见这些良机。我们要凭信心打开双眼，看到神所预备
的良机。
2. 寻找时机 - 凭信心敞开心门
看到时机，还是处于比较被动的情况，所以我们还要主动去寻找时机。
马太福音 7:7-8
7
祈求，就会给你们；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8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
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要主动。经文并没有教导我们必须等待，而是必须积极去寻找良机。当我
们没有主动积极去行动时，我们就会错失良机。错失良机与我们的才能是没有关系的，与属
灵深度没有关系。而在于我们眼睛没有打开，我们的心没有敞开。

“很多时候，我们错失良机是因为我们忙于等待机会找上门，却没发现机会已经无数次与我
们擦肩而过。”——但以理·威力
路加福音 14:17-18
17
要开席的时候，主人就派奴仆去对客人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来赴宴吧！’18 可是，他
们都找借口推辞……
神会预备良机，就像经文所说：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但我们还是常常会
因为邀请的朋友没有来参加聚会而失望。但是不要灰心，因为当人看见一道障碍时，神会揭
开一个大好机会。
路加福音 14:21-23
21
……‘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把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都请来。’22 奴仆说，
‘主人啊，我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有空位。’23 主人又说，‘出去到大路上、篱笆旁硬
把人拉来，让我家里座无虚席。
这位主人可能会觉得很失望，不过他并没有灰心，反而寻找更多机会，去到大街小巷邀请人，
结果整个宴席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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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对无数的良机，却都巧妙地伪装成不可能的情况。”—— 查尔斯‧史温道尔
当我们看到前面有很多障碍时，其实都是美好的良机。我们可以选择让这些障碍阻止我们，
又或者寻求神，彰显美好的良机。当我们看见红海时，可以说这是死路一条，或者说这是个
良机，让我们看见有神迹的发生。就像大卫看到高大凶猛的歌利亚时，也让他看见是障碍成
为良机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继续前进时刻都要寻找到那美好的时机。
3. 把握时机 - 凭信心踏出脚步
必须采取行动，抓紧机会。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乃是凭信心，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我们就可
以经历前所未有的经历。

“普通人惟有超越界限，把握良机，才能真正实现目标。”—— 迈克·赫克比
路加福音 14:23 主人又说，‘出去到大路上、篱笆旁硬把人拉来，让我家里座无虚席。
这里提到的硬把人拉来，是有说服的意思，要让人家知道这是必要、需要的。所以当我们出
去与人对话时，知道他们的生命很可贵，他们的永生非常的重要，必须要有他一定要来的心
志。我们不要因他们几次的拒绝就灰心。
加拉太书 6:9 我们行善不可灰心气馁，因为到时候必有收获。
虽然我们会因为受邀者的拒绝而心灰意冷，但是经文教导我们坚持到底。
当我们邀请人来参加希望与你有约，或是幸福小组时，我们的的目的，并不是只为了成功的
聚会，而是让人有机会领受神的祝福，得到救恩，有永生的盼望。
为什么我们没有专注于邀请人呢？因为我们看不见救赎的价值。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救赎的价值呢？因为我们看不见被摧毁的严重的代价。生命并不是停止在
死亡那一刻，而是进入永恒中。我们的亲朋好友们如果得不到救恩，没有进入到永生，就会
进入永恒的深渊。
提摩太前书 2:3-6
3
这样做很美好，是蒙我们的救主上帝悦纳的。4 因为祂愿全人类都得救，明白真理。5 上帝
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6 祂舍命作全人类
的赎价……
可能我们疲惫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花上心思，付上代价。我们已经很努力，把握时机了，
但事与愿违，遇到很多去阻拦，我们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不要放弃。我们知道经文应许我们
行善不可灰心气馁，因为到时候必有收获。这是根据神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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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有机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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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罗西书 4:5 你们要把握时机，运用智慧和非信徒交往。你是否有把握神为你制造的
时机，去邀请亲朋好友来教会、来小组？若有，你如何把握时机去邀请？若没有，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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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邀请朋友来教会、来小组？请分享。
Q2. 请分享你会因为朋友的拒绝而心灰意冷，放弃传扬神的福音吗？或者会继续寻找时机，
抓紧每一个机会，去传福音？
Q3. 看见时机，寻找时机和把握时机，哪一点是你最难做到的？你要如何才能做到呢？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的分享，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歌罗西书 4:5-6
5
你们要把握时机，运用智慧和非信徒交往。6 谈吐要温和、风趣，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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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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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至 19 日，我们将聚集在国家体育场，一同参加《希望与你有约》大型佈道会！我们
的教会将主持 5 月 19 日晚上最后一场的英语佈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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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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