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3 周（8 月 11 日–8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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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
时间：10－15 分钟
1. 组员以平均人数分队，每队约三至四人。每队分派一张报纸，将报纸铺在地上。
2. 领队信号开始，所有队员一齐站到报纸上，不可弄破报纸。若弄破了，就要补上另一
张，继续游戏。
3. 全体队员能够长时间两脚都站在报纸上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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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们欢呼
哈利路亚 我们庆贺
主祢战胜黑暗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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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之流

安静

主圣灵
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
黑暗中 祢爱牵引着我
哦我神
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祢
天使围绕 带领我看见祢

安静
让平安入我心
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

(副歌 1)
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
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
恩典之流恢复我得洁净
与我同在使我坚定
(副歌 2)
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
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
恩典之流敬畏中我站立
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

在我身旁祢使风浪平息

(Bridge)
此生充满主恩典
因祢宝血信实完全
我渴望见祢荣面
述说祢奇妙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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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浪
让我灵更坚定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祢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充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满有祢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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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交替
讲道日期：2019 年 8 月 4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传道书 3:1,11-15
1
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时。11 祂使万事各按其时变得美好，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
人心里，人却不能测透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12 我认识到，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欢乐、享
受更好。13 人人都该吃喝、享受自己劳苦的成果，这是上帝的恩赐。 14 我知道，上帝所做
的都会存到永远，谁也不能增减。祂这样安排是叫人敬畏祂。15 现在的事并不是新事，未
来的事也早已发生过。上帝使过去的事再次出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化是不断的。变化固然会带来不便，但变化是不断的。当我们改变
和成长，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才会增长。能够帮助我们在季节交替中成长的 2 个真理：
1. 神不改变，来跟随祂
当整个大环境在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永远不变的支柱，上帝就是那个永远不变
的支柱。
传道书 3:14 我知道，上帝所做的都会存到永远，谁也不能增减。祂这样安排是叫人敬畏
祂。
所罗门说的是上帝是如此一个不变的神，祂所做的一切都是永存的。
我们通常会在很多转变的生命里面找一个不变的支柱。当我们觉得不确定，不肯定，害怕
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不变的，好让我们能够扎根。
希伯来书 6:16-19
16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 17 照样，神愿意为
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18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19 我
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
当大风浪到来时，门徒抓紧是他们的情绪，恐惧，他们没有转向神、转向耶稣。
马可福音 4:38 …… 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门徒被他们的情绪带动着，充满着恐惧。
路加福音 6:47-49
47
我要告诉你们那到我这里来，听了我的话又去遵行的人是什么样。 48 他好比一个人盖房
子，把地挖深，根基立在磐石上。当河流泛滥，洪水冲击房子时，房子却屹立不摇，因为
它的根基稳固。49 但听了我的话却不遵行的人，好比一个人没有打根基，便将房子盖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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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洪水一冲，房子立刻倒塌，完全毁坏了。”
耶稣告诉我们盖房子不是单单在地面上建房子，而是把根基建在磐石上。
上帝是最好的磐石。因为祂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跟随祂。世人追求的钱财、关系、
工作，任何事情都会改变的。这些都是短暂的，因为人总会死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
锚建立在上帝永不改变的磐石上。
传道书 12:13 以上所说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敬畏上帝，遵守祂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
所罗门说，他拥有权力，智慧和财富，但这一切都是空虚的。唯有不空虚的，就是要敬畏
上帝，遵守他的诫命，直到永远。
2. 神在掌权，来信靠祂
传道书 3:1 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时。
所罗门所说的天下万物，是指由上帝所掌管的一切。
传道书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
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上帝从始至终在掌管着一切，我们要学习去信靠祂。
启示录 1:8 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昔在、
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是开始和结束的，祂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也就是说，祂
是以前，现在，以后的神。这告诉我们上帝是掌管这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要信靠祂！
传道书 3:14 我知道，上帝所做的都会存到永远，谁也不能增减。祂这样安排是叫人敬畏
祂。
我们要敬畏上帝，也就是要尊敬、顺服祂。当我们知道上帝的伟大，我们才可以去信靠祂！
马可福音 4:35 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面去吧。”
这段经文是在风浪之前，耶稣告诉门徒，要渡到对面去！当我们进入过度交替时，我们觉
得慌张、混淆，只看见风暴而忘了耶稣正在带领着我们。
传道书 3:11-12
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
不能参透。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我们要在神里面寻求喜乐。若要在生命的沙漠里面寻求到喜乐，就要信靠神。因为衪在掌
权，祂带领着我们离开那个过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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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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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请分享在这个不断改变的世代，你如何调整自己去适应在你生命的周遭所带来的改变。
Q2. 当你卡在两季交替当中，如：从学生到职场工作，单身到结婚，从子女到为人父母，
下属到上司等，所面对的压力与挑战，你会随着你的心意还是紧抓住神的旨意而行？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当你在生命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 ，你要如何抓紧永不改变
的上帝，又如何依靠掌权的上帝呢？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传道书 3:11-12
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
不能参透。12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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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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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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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职典礼
我们将在G12亚洲大会的周末一同欢庆委任新的主任牧师和副主任牧师。就职典礼将于8月
18日（星期日），下午3.30在新加坡博览中心展厅3举行。这将代替那个周末所有的例常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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