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23 周（6 月 2 日–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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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名称：为你多做些
时间：10 分钟
内容：大家围成一个圆圈。
带领着先做一个动作，右边的组员重复此动作并自创一个动作，下一位组员模仿他，再加一
个自创动作，如此类推。直至有组员不能重复或忘记之前其中一个动作，便算输。玩的次数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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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动天地

天父祢都看顾

我要爱慕祢

哈利路亚 我们欢呼
哈利路亚 我们庆贺
主祢战胜黑暗权势

主我们的父
呼召祢儿女跟随
神迹如此靠近
渴望我们能看见

耶稣 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倾倒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单单渴慕祢

哈利路亚 我们欢呼
哈利路亚 我们庆贺
主祢得胜祢已复活
祢要震动天地
祢必震动沧海旱地
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祢
祢使圣殿充满荣耀
荣耀大过荣耀
祢必赐平安 必赐福这地

祢是信实
从未离开我身边
天父 我信靠祢
祢是良善
吸引我到祢面前
天父 我敬拜祢
一次又一次的跌落
没有一次不被祢所拯救
祢看顾我
落下的每一滴眼泪
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
我得安慰
(我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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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满溢 我心满溢
对祢的爱和思念无止尽
让我走向 祢的身旁贴近祢
主啊 我渴慕寻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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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点
讲道日期：2019 年 5 月 26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这是浸礼的周末，牧师教导关于浸礼的功课。
三个浸礼的意义：
1. 这是一个命令 - 马太福音 28:19-20
2. 这是一个承诺 - 歌罗西书 2:12；哥林多前书 12:13
3. 这是一个宣告

“浸礼是内心信仰的外在表现。”-倪柝声
哥林多后书 5:14-21
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15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
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
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
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20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
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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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新的起点要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
I. 更新的未来
神要带领我们进入更新的未来。更新的意思就是：给予全新的生命；代替已经破碎或磨损的
东西。因为我们之前的生命，导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未来是破碎的。我们都会犯错，这些错
会影响我们未来的人生。很多人在生命里寻找新的开始，所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未来。
我们犯的任何错，上帝都知道，但是祂选择再也不看那些错误。
哥林多后书 5:16-17
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
了。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即便我们的过去有前科，上帝“从今以后”再也不看我们的过去。因为我们的生命里有罪，
生命就走上了某些轨道，《圣经》里说这个轨道最终会带我们到永恒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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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这并不只是肉体上的死亡，而是永恒的分离。所以因着罪所走上的轨道，最终会通向永恒的
死亡。上帝看到我们走上这个轨道，就差遣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从死亡
走向永生。
以赛亚书 43:24-25
24
……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25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
过犯，我也不记念你的罪恶。
并不是因为上帝老了、健忘了就忘记这些，祂选择不记念我们所做错的。
以赛亚书 38:17 ……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
背后。
上帝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扔在祂的背后了。祂并没有把我们的罪仍在我们背后，而是把罪仍在
祂的背后。如果是扔在我们的背后，祂仍然能看到，上帝是把我们的罪扔在祂的背后，祂选
择不再看我们的罪。无论我们的过去发生过什么，祂是一个赐给你更新的未来的神。
哥林多后书 5: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
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圣人和罪人唯一的不同是，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 奥斯卡‧王尔德，
1893 年创作《无足轻重的女人》
II. 彰显的旨意
上帝要彰显我们生命里的旨意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物件被创造，就必须
回到那个创造者。
歌罗西书 1:16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上帝通过祂自己创造天地万有，也就是祂创造我们是有旨意和命定的。
哥林多后书 5:15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
的主活。
我们得着的新的生命，就是为主而活的。当今世上，每个人都想找到生命的目的。他们必须
回到创造生命的神，才能找到生命里的旨意和目的。俗世最大的错误就是随着自己的心走，
这样是找不到人生的目的的。当我们检讨自己的生命，就会发现我们有不同的长处，但是我
们生命里的“旨意”和“强项”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会混淆这些，我们生命的旨意并
不是看我们的长处在哪里。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旨意，就必须回到创造我们的上帝。
以弗所书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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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神的工作，而祂预备我们就是要我们做行善的事。
哥林多后书 5:18-19
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19 这就
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
了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旨意就是将祂的话语传出去。每个人传教、传道的方式有所不同，有些
人站在讲台上讲道，有些人在工作场所传道，上帝已经将这个事工托付给我们。
哥林多后书 5:20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
们与神和好。
“使者”是“代表”的意思，在某个词典搜索，“使者”就是“传教士”代表上帝说话，把
上帝的话传出去。当我们与神同行的路上，上帝就会让我们看到祂的美好旨意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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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圣经的教导有关浸礼的重要性和意义，你将如何鼓励你未受洗的朋友或组员尽快
的去受洗？请分享。
Q2. 神要带领你进入更新的未来。请分享这更新的未来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哥林多后书 5:17-19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
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
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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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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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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小组培训
今年 9 月至 11 月，我们教会将展开新一轮的幸福小组。为此，我们将于六月和七月份在触爱
中心进行新一轮的培训。来自台湾福气教会的杨锡儒牧师和团队将亲自为我们提供培训。赶
紧召集小组组员透过此链接 fcbc.org.sg/xfxzsignup 报名参加培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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