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4 周（8 月 18 日–8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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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A. 先找一个人当牧羊人。B. 其他的人在牧羊人背后排成一排。组员轮流用假声音
向牧羊人说话，牧羊人猜说话人的名字，一直到猜对为止就换新的组员成为牧羊人。
开场白：（假声音）咩咩咩，牧羊人我是你的小羊，你认识我是谁吗？
信息：彼此更深认识，互动，更有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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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君王就在这里

我渴望看见

齐来赞美主耶和华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同声歌颂大能君王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圣洁耶稣
祢宝座在这里
哈利路亚
祢荣耀在这里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祢面
昼夜地祷告为这世代呼求
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
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欢然献祭
拥戴祢为王
荣耀都归于祢

我渴望看见祢的荣耀彰显
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
圣灵如风地吹进
每颗枯干的心灵

君王就在这里
大能彰显这地
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

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
我渴望看见祢的荣耀彰显
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
父亲回转向儿女

更多更多来高举祢的名
更多更多来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来承认祢是主
直到那日我再见祢的面

儿女回转向父亲
每个世代合一敬拜祢

祂说要有光就有光照耀
祂的话发出成就奇妙创造
祂伸出大能的膀臂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拯救祂拣选的百姓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毁灭祂一切的仇敌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要跪拜在主面前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要数算祂的恩典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
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
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
呼求复兴临到这世代
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
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

祂从黑暗中引导我入光明
祂从死亡中引导我入生命
祂的怜悯日日更新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赐恩给谦卑的心灵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阻挡一切骄傲生命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
呼求复兴临到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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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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选
讲道日期：2019 年 8 月 11 日

讲员：傅伟龙牧师

撒母耳记上 16:1-13
1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
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2 撒
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
说：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3 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
给你的人，你要膏他。”4 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
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5 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
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
肉。6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押，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7 耶
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
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8 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
“耶
9
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西又叫沙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10
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11 撒
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
对耶西说：
“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12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13 撒母耳就用
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
拉玛去了。
从以上的经文可以知道大卫是由神亲自拣选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神拣选
领袖的三个真理：
1. 神的拣选是由祂主宰的
撒母耳记上 16:1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
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
个做王的。”
神亲自拣选以色列王。
撒母耳记上 13:13-14
13

撒母耳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
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14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
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扫罗成为以色列第一位王，但是因为骄傲而远离神。所以，神决定要拣选一位合祂心意的
人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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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 17:34-37
34
大卫对扫罗说：
“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
35
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
36

它打死。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
狮子和熊一般。”37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
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早在大卫被拣选为王时，上帝就一直主宰着大卫的生命。
罗马书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的。
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上帝，没有意外而出的领袖。包括神拣选每个人成为大使命的门徒。
2. 神的拣选是出乎预料的
撒母耳记上 16:6-7
6
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押，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7 耶和
华却对撒母耳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虽然大卫的哥哥们都是高大俊美的人，连名字都很好。但是神都不看世上人所喜悦的这一
切，而拣选大卫这位年轻人。因为神知道大卫的内心。
出埃及记 4:10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上帝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也是出乎意料。同样的，大卫被拣选成为以色列王时，也是出
乎意料的。
哥林多前书 1:26-31
26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28 神
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29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
慧、公义、圣洁、救赎。31 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27

神不要我们凭自己能力而骄傲，因此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呼召，以至于我们靠主夸口。所
以不要怀疑神拣选了你，成为祂所使用的人。
3. 神的拣选是具体明确的
撒母耳记上 16:12 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
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
虽然大卫的父亲和哥哥们都忽略他，不认为他能成为神所拣选的王。但是上帝有具体明确
的拣选。神往往会给祂所呼召、拣选的人一个明确的指示和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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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 17:38-40
38
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都能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 39 大卫把刀
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
40

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
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当大卫接下扫罗给他的战衣时，完全不能习惯，一点都不像大能的战士。他只是拿了五块
石子，就打败了歌利亚。大卫靠的就是对神的信心。
希伯来书 13: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于你们无益了。
我们要使我们的牧者能欢喜地带领我们，大家都有合一的心。
民数记 12:1-2,4-9
1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2 说：“难道耶和
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4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
就出来了。5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6 耶
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
与他说话。7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8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
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9 耶
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没有人是完美的，包括我们的领袖，所以不要毁谤领袖，要祝福他们。我们千万不要比较，
不要抱怨，不要批评，常常为他们祷告。
马太福音 10:40-42
40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41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
42

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尊荣我们的领袖，领袖的赏赐也会临到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迎接邝保亮牧师成为 FCBC 的
主任牧师，大家同心合一努力完成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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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觉得自己不够好，学历不高，对圣经不是很了解，而拒绝了神的呼召做小组
长或其它的服事？请分享。
Q2. 当你知道保亮牧师和妍妍牧师是我们教会的领导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带着
怎样的心来跟从我们的领袖？请坦诚分享。
4

Q3. 对于这周的信息，身为教会一份子的你，会做出什么回应？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
享然后祷告彼此有正确的心，愿意且快乐地接受并顺服神所赐给你的领袖，比如你的
小组长，G12 领袖，团队牧师和主任牧师。

背诵经文：
希伯来书 13: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
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于你们无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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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2 - 8 月 25 日;
LC4 - 9 月 22 日; LC5 - 10 月 6 日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8 月 31 日, 9 月
1日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9 月 7, 8 日

时间/地点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触爱中心（地下室）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佳伟剧院–5 楼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教会办公室@ Chai Chee

2. 触爱嘉年华和义跑
触爱嘉年华和义跑将于 8 月 31 日，在新加坡体育城，华侨银行广场举行。活动包括嘉年
华会和慈善义跑。让我们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玩乐，同时回馈社会。请上网
touchgivingfestival.sg 报名参加义跑，输入优惠代码“TGRFCBC2019”可享有$5 报名费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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