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1 周（7 月 28 日–8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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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名称：你最喜欢的电视剧
目标：感受艺术传媒对我们的影响
步骤：
请每位组员分享一个电视剧或电影中他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剧情或一段台词，并简单分享为
什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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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抬起头的神

奇妙的策士

丰盛的应许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致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惧谁呢
耶和华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奇妙的策士祢名是耶稣
巧妙的双手引我走正路

祢仰脸保守祢所爱的
祢护庇永远不离不弃
祢将我从淤泥里捧起
放我在祢的手心

有耶和华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胜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我们必欢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有谁能像祢
赏赐平安与救赎
慈爱与公义
为祢宝座根基
何等奇妙
唯有祢是我心的爱慕
祢以外我别无好处
唯有祢是我心的爱慕
我生命主
祢圣名是耶稣
祢是我永远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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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着信心领取
祢丰盛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凭着信心领取
祢恩典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
荣耀全都归于祢
我等候主我相信
祢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夺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等候主我相信
祢旨意高过我的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
我全心全意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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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心灵的大门
讲道日期：2019 年 7 月 21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这个月是佳伟剧院建成两周年。佳伟的精神就是我们教会要传承的精神。教会一定要进入
艺术和娱乐界。这就是今天的主题：通往心灵的大门。我们看的很多电视剧会打动我们的
心，我们会跟着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心潮起伏。一个很好的故事可以打开心灵的大门。圣经
里耶稣用很多比喻和故事，就是要让大家容易理解福音。调查显示，在美国，一个人每天
平均看电视 5 小时。我们希望透过艺术界，上帝盼望的信息能传遍全世界。
哥林多前书 9:19-23
19
我虽然是自由之身，不受任何人支配，但我甘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人。
20
面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赢得犹太人。面对守律法的人，我这不受律法束缚的
人就守律法，为了要赢得守律法的人。21 面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像个没有律法的人，为
了要赢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并非在上帝的律法之外，我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22 面对
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要得软弱的人。面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了要尽可
能地救一些人。23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分享福音的祝福。
这段经文看到使徒保罗的两大特征，这也是传福音的两大关键：
1. 对灵魂的迫切
保罗对拯救灵魂非常迫切，同样我们的 G12 异象也谈到很多如何能得着更多灵魂。迫切感
是怎样的呢？就好像一个在水中憋气很久的人，当他浮到水面上时会立即大大地吸一口
气，因为没有空气他就会死亡。保罗拯救灵魂就是这样的迫切。上帝对拯救灵魂也是如此
的迫切。
约翰福音 3:16-17
16
“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
生。17 上帝差祂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借着祂的儿子拯救世人。
FCBC 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我们在触爱和佳伟传媒做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对灵魂的迫
切感。我们要透过这些平台接触许多生命，打开福音的大门。就如使徒保罗说的：
哥林多前书 9:22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2. 对福音的热忱
当我们对福音有一份热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对灵魂有迫切感。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对
分享这个好消息要有很大的热忱。因为好东西就是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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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9:23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不仅是对上帝有热忱，对教会有热忱，对福音也要有热忱。
约翰福音 1:40-42
40
听见约翰的话后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得烈。 41 他首先去
找他哥哥西门，说：
“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弥赛亚的意思是基督。42 他带着西门去见耶稣……
安德烈经历了福音。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的哥哥，带哥哥去见耶稣。
同得福音的好处就是如此。
对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最有效的传福音方式。有的国家不可以传福音，
但邝牧师在这些国家表演完魔术后会传递信，望，爱的信息。他不能把圣经发给大家，但
可以用魔术表演的方式把福音传递出去。
佳伟艺术节做了很多包容性的节目，身体有障碍的人都可以享受和参与这些节目。我们要
踏入艺术和传媒领域，在黑暗中发光。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伟大的未来，使用新
一代基督徒的艺人向全世界发出福音的信息。
马太福音 5:13-16
13
“你们是世上的盐。如果盐失去咸味，怎能使它再变咸呢？它将毫无用处，只有被丢在
外面任人践踏。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如同建在山上的城一样无法隐藏。 15 人点亮了灯，不
会把它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16 同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面前，
好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赞美你们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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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两点你觉得福音这个好消息里最打动你或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Q2. 分享谁曾传福音给你？你是如何感受到他传福音的热忱的？
Q3. 分享你曾传福音失败的例子。其他组员要找出在这个失败的例子中，他做得很好的部
分来鼓励他。

背诵经文：
哥林多前书 9:22-23
22
面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要得软弱的人。面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了
要尽可能地救一些人。23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分享福音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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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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 - 8 月 4 日
LC1 - 8 月 11 日; LC2 - 8 月 25 日;
LC4 - 9 月 22 日; LC5 - 10 月 6 日

时间/地点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佳伟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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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月 31 日, 9 月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佳伟剧院–5 楼
1日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9 月 7,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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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12亚洲大会
G12亚洲大会的报名截止日期就要到了！今年的嘉宾有著名的布道家，布永康还有其他讲
员，别错过他们的分享。现在就到网站g12asiaconference.com报名参加。大会于8月15-18
日（星期四至星期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

3. 教会祷告与敬拜夜
我们将于 7 月 31 日（星期三），晚上 8 点在触爱中心和佳伟剧院举行教会祷告与敬拜夜。
请上网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各团队被分派的地点。这将取代那一周的小
组聚会。教会祷告与敬拜夜将以双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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