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20 周（5 月 12 日–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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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人！
1. 用具：每人发一张白纸及准备一枝笔。
2. 时间：5 分钟。
3. 宣布开始后，每人每次找一个人，找人玩剪刀、石头、布，猜输的人在贏的人的白纸
写上自己的名字（一人仅能签一次名字）。结束后看谁取得最多的签名。
【活动意义】
没有开始怎么会有结果呢？传福音不也是如此吗？您为神主动出击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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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日日夜夜

祢是配得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虽然橄榄树不效力
也许葡萄树不结果
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

耶和华 祢大荣耀降临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子民
因祢荣耀 我不住敬拜

祢是配得配得
配得尊崇和赞美
祢是配得配得 万物敬拜祢
祢是圣洁圣洁
圣洁荣光在全地

我受造 是为了敬拜祢
我受造 是为了荣耀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与我们同住
因祢荣耀 我不住敬拜

祢是圣洁圣洁
以圣洁妆饰敬拜祢

我要赞美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坚定于祢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祢是永远得胜君王

圣哉圣哉圣哉 昔在今在永在
荣耀荣耀荣耀 配得颂赞爱戴
圣哉圣哉圣哉 全地向祢跪拜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羊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
祷告如香不停升起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
赞美献祭永不断续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羊(2x)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2x)
日日夜夜(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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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
都归全能神
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
敬拜神羔羊
圣哉圣哉全地唱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
圣哉 圣哉 全能神
永远在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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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幸福！
讲道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

讲员: 邝健雄使徒

哥林多后书 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在圣经里有许多祝福的话，但最充实的、最有意义的就是这句话，因为这个祝福是来自天父、
和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有三个祝福是神要给我们的：
第一个祝福：神赐的生命给予你安全感
神赐我们生命，有永生，有安全感，有恩惠，恩惠即我们不配，但神白白给我们，祂赐我们
永生，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管理神的创造物，神与我们同在，生命是永恒的，但是人遇
到撒旦的试探，因着人的骄傲，想要掌管自己的生命，想要成为神，因此人与神分开了。
以赛亚书 53: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很多时候我们拒绝神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位神，而是我们不愿意顺服这位神。即然有神，
祂创造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怎样满足这位神？只有了解祂创造我的
目标，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
罗马书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死不等于不存在，俗话说‘人死如灯灭’。但圣经说死后还是有生命的。那生命在哪里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死的意思就是分离或分隔。当一个人在肉体上面死了，就是他的灵魂离开了他
的身体，身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死是分隔的意思，这是肉体的死。当圣经说：罪的工价就
是死。意思就是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分隔了。

“每个人都是月亮，总有一个阴暗面，从来不让人看见。”——马克·吐温
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但因为我们有罪，拒绝了祂，就如月亮有一面阴暗的，我们都有罪，
这罪就与神隔离了，我们因为罪而与神分开，不能经历神的祝福和荣耀，而且死后要经历审
判。
希伯来书 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祂白白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不愿一人沉沦，不愿我们与祂隔离。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当耶稣来的时候，祂把罪从我们的生命里拿开，以至于我们与神之间再也没有隔膜，再也没
有会阻碍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生命。
我们做不来的东西神为我们做了。我们的罪完全被涂抹了、赦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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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
的帮助。
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跟风浪，在风浪当中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如何
面对时，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求神来帮助我们。
第二个祝福：神的大爱肯定你的个人价值
我们需要安全感，但不在乎我们有多少钱，职位多高，房子多大，而是当我们有神，知道有
神与我们同在，这才是最大的安全感。
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爱我们才愿意受这么多的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种舍己、委身的爱。
在希腊的原文，有三个字是讲到爱：
i．EROS – 激情的爱，激情的爱是短暂的，不可靠的。
ii．PHILEO – 人与人之间的爱、友谊的爱，这种爱是靠着自己的感情，不一定会持久，不
稳定的。
iii．AGAPAO / AGAPE – 这是一种立约的爱、忠诚的爱，永远不变、不离不弃的爱。这种爱
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字 Hesed。Hesed 就是神跟我们立了约，祂是守约的神。即便我们不
爱祂、不信祂、不接受祂，祂还是爱我们。
罗马书 5: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理祂的时候，背叛祂的时候，拒绝祂的时候，祂为我们舍命。这
种爱不是用感情来表现而是用行动来表现的。
诗篇 23: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 63:3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诗篇 103:4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耶利米哀歌 3:22-23
22
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23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这种信实的爱、不变的爱，每天都是新的。当我们了解这种爱的时候，就会发觉我们有一种
自我的价值观。人都在寻找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安全感，拼死的工作，希望将来有保障、要
有安全感。第二就是自我的价值，我们在寻求别人来爱我们、欣赏我们，让我们觉得有价值。
但人的爱是肤浅的、很多要求的，人的爱是给我们压力来满足他们的。但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爱，当我们领受这种爱时，觉得我们是有价值的。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这么的爱我们，
这种爱给我们有价值观、有自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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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来：神以非世俗的爱来爱你。这份爱不是因你讨喜而得着，也不会因你是失败者而失
去。”——路卡杜
腓立比书 2:5-8
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6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7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
第三个祝福：神的灵使你成为超级英雄
耶稣在衪离开前说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儿，会让圣灵住我们里面，让我们随时可以与祂沟通。
我们软弱困难，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如果我们与圣灵能建立深刻关系，那就越能听到祂的声
音。所以，我们不只是人...是超人！因为有神与我们同行，
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当圣灵临在我们身上，不单只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感动我们，祂可以给我们力量做超级英雄
去拯救世界！因为我们将为祂作见证，以至人们可以听到福音。
使徒行传 2:38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
领受所赐的圣灵。”
使徒行传 2:41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我们不用为耶稣做辩护律师，而是讲见证, 通过生命的改变, 来得着灵魂，一个灵魂的价值超
过世界财宝。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实力，能成为超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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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事情是不能够想象的，预想不到的，你如何在生命里面寻找保
障、寻找安全感？请分享。
Q2. 当你经历了神的慈爱，你将如何以行动来表现出神的大爱，让你周遭的朋友也跟你一样
能够领受并经历神的大爱？请分享。
Q3. 哥林多后书 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当你领受了神所赐的祝福后，你将如何与他人分享这些祝福，
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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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经文：
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
地极，作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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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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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双亲节欢庆会
为了向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表达谢意与感恩，华语和福建事工联合举办 6 月 1 日的欢庆
活动。首先，胡民气牧师将在我们的福建聚会中证道。他牧会与传道已有 50 多年，对本地乐
龄人士的服事充满热忱。胡牧师将在当天以福建话（有华语翻译）向乐龄人士分享福音的信
息。福建聚会后，我们会在附近的东皇大酒楼享用晚宴。除了八道菜的中式晚宴（提供素食
选择，请在购票时注明），当晚还有歌曲和见证分享。请记得携带一份礼物，你将在晚宴节
目中的一个环节把礼物献给你的父母。当天的节目以华语和福建话进行。
5 月开始就可以购买晚宴的票了！你可到我们的聚会地点（仅限聚会时间）或教会办公室（周
一至周五，早上 9.00 - 傍晚 6.00）购票。票价每人 40 元。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 6424 9510
或电邮 jason.tan@fcbc.org.sg 联系陈茂顺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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