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5 周（8 月 25 日–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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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付上努力和代价
时间：30－45 分钟
材料：报纸（广告版）、杂志、白纸、笔
内容：1. 每人从报纸或杂志中找出 3 段吸引人的广告，例如：强健的体魄、流利的英语、
光滑的皮肤。
2. 尝试一起分享这些广告的承诺，讨论下列问题：
A.你为何会希望得到这 3 个承诺？它们对你有什么吸引力？
B.你相信这些承诺吗？购买这些商品是否真的可以达成你的希望？
C.若不购买那些商品，还有其它途径达成你的希望吗？要付上什么代价？
3. 最后分发每人一张白纸，鼓励他们写下自己的希望，并列出达成希望的方法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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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

降下祢恩雨

亲爱圣灵

主我能超越
突破我生命的极限

我愿成为 圣洁居所
祢大能同在 是我心渴慕

再没有事物能与祢相比
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

在基督里 得着能力
超越我环境的局限
主我能超越
求祢来扩张我境界
带着信心 勇往向前

我渴慕
来充满我 亲爱圣灵
再次触摸我 是我心呼求
我呼求

祢同在里

跟随祢主 直到永远
我能超越

医治忧伤破碎心灵
释放属天能力
转化万族万邦
齐来颂扬祢圣名

信靠主 我能成为上帝
所喜悦的门徒
将生命 献上来走这正义路
靠着爱 在一切的事上
都得胜有余
藉着祂所赐的能力

降下祢恩雨滋润我心
降下祢恩雨滋润这地
圣灵欢迎祢 亲爱圣灵欢迎祢
降下祢恩雨医治我心

我有超越的勇气

降下祢恩雨医治这地
万民都要看见
祢的荣耀降临全地

在祢里面 胜过一切
冲破界限 我能超越
(4x)

Rain down (降下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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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
当我心得释放我羞愧都松开
祢同在里
亲爱圣灵我们欢迎祢
充满这氛围浇灌在这地
我全心渴慕祢荣耀降临
完全降服于祢的同在里
让我更多来感受祢的同在
让我更多经历
祢荣耀中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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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继承
讲道日期：2019 年 8 月 18 日

讲员：邝健雄使徒

坚信浸信教会是透过破碎和剧痛而诞生的。我们不是做取悦人的事而是做神喜悦的事。
杜月娥牧师的流产和属灵家庭的背弃令邝牧师很绝望。
保亮牧师 3 岁时有严重的哮喘病，因用类固醇使他不能长的很高。
邝使徒跟杜牧师因常去国外服事，保亮牧师觉得很孤单。
在一次去韩国的 G12 大会时，保亮牧师回应了上帝的呼召要成为全职牧师。但他常说他不
能成为一个好牧师，因为他无法全心爱教会。
有一次邝使徒与保亮牧师在波哥大时，神触摸了保亮牧师的心。他与父母在那段时间有很
深入的沟通，使保亮牧师的内心被激励，开始对教会有极大的爱心和热心。
有一年的 G12 大会，为了教会同工意见不和的事，保亮牧师在讲台上痛哭。邝使徒与杜牧
师当时看到儿子对教会的爱心，内心都有感动，知道神已预备好他成为一个好牧师。
保亮牧师现在已经正式地成为坚信浸信教会的主任牧师了，邝使徒期待教会能以这样的心
态来对待他:
1. 顺服他
约书亚记 1:16-18
16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
去。17 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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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
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教会要求大家合一、同心的追求上帝给我们的异象，像军队一样的一起同心服事。若不能
同心，就很难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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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要支持保亮牧师，更是要顺服他，因为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领导。
2. 迫切的为他祷告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上帝会使保亮牧师的心纯洁、谦卑，带领他得胜。牧者很需要大家
的代祷，教会的祷告塔就是很好的说明。所以，让我们每天都为保亮牧师与他的家人迫切
祷告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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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会友的回应:
“我很期待这周新主任牧师的就职典礼，对神所拣选的有极大的盼望。其实我并不完全认
同现任的主任牧师所做的每一件事。有时很严酷，有时看不见他做的事的逻辑，有时他也
犯下错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这么做，他还是无畏惧地做了。正因如此我更是尊敬他，
因为唯有不尝试的人才不会犯错。看见他十分地在乎，就是因为夠在乎才会去尝试、敢于
挑战我们、而不会觉得有必要让大家都喜欢他。所以，跟从了他的领导进入挑战，有时有
胜利、有时有错误。这是个很棒的路程。现在，是时候由下一代接过这个棒子了。
保亮牧师，你並不完美。但那位拣选你的神，是完美的。未来将会有挑战，也会犯下错误。
但你亲眼见证了你父亲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如何倾倒自己的生命，付出血汗与泪水来服事
神。你看见了他所付出的代价，你也选择付出相同的代价，为此我向你致敬。而且，你在
前人所建立的基础和成功上，靠著神的恩典，必带领我们做更伟大、更美好的事来荣耀上
帝的名。
就如我这些年我服事你的父母，我也选择服事你和你的家人，靠神的恩典，必更加有效力！
神祝福你有智慧、喜乐和恩惠，成为神所拣选你成为的领袖。我们爱你，我们会一直为你
祷告！”
邝使徒夫妇回去参加恩典浸信教会的 60 週年的见证！与前会友洗去过去所有的误会和不
快，成为上帝美好感人的见证！
保亮牧师:
上帝彰显爱在我们教会！家庭有起有落，谢谢父母亲所付上的代价与牺牲。要成为牧师是
艰辛的过程，但我要追随神，服侍教会和带领坚信浸信教会！这并不代表我比任何人优秀。
我要分享三件事：
1．我不是邝健雄，但我是邝健雄的儿子，我跟他不一样，我无法以同样的模式去做邝健
雄所做的，但他所立的根基，我会继续建立。
2．我不完美，可是我正在成长，我会继续成长直到我见主面的那一天。
3．我不是坚信浸信教会，而我永远都是坚信浸信教会的儿子。
凱撒牧师:
上帝的恩膏会临到保亮与妍妍牧师的身上，祂会把祂的话语放在你口中，释放恩膏在你的
身上。这恩膏是把那些跌倒的抬起来，使被掳的人得自由、释放，使你有鼓励人的心，有
信心、有盼望。你会带来生命、健康及修复。祝你有以利沙的恩膏，来自于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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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都是完美的吗？牧师有软弱时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支持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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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保亮和妍妍牧师是年轻的领导。你认为年长的会友该如何调整心态来顺服他们的带领?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你个人将如何以具体的行动，全心全
力地顺服保亮和妍妍牧师的领导，并迫切的为他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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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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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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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