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6 周（9 月 1 日–9 月 7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
轮流分享以下话题：谁最影响你做出跟随基督的决定？那人和你有什么关系（朋友，父母，
老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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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跟祢走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祢就是太初神的道

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荫幽谷紧紧跟祢走

至高主与神同在
在造物中隐藏祢荣耀
今显明在基督里

因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有祢跟着我我还怕什么
因祢已战胜死亡得胜君王
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我王耶稣基督圣名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无一事物相比

开启我的眼信心的双眼
看那天使天军在身边
塑造我的心谦卑地聆听
祢的话语深植在我心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耶稣的圣名
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
祢带着天国降临
我罪虽重 但祢爱更深
我们永远不分离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我王耶稣基督圣名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无一事物相比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耶稣的圣名
奇妙的策士
奇妙的策士祢名是耶稣
巧妙的双手引我走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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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困不住祢 幔子已挪去

唯有祢是我心的爱慕
祢以外我别无好处

罪和阴间屈服于祢
与天堂欢庆 祢荣耀显明
死里复活祢得胜利
祢无所匹敌 祢无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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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掌权直到永远
国度属于祢 荣耀属于祢
超乎一切我主圣名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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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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风点火
讲道日期：2018 年 8 月 25 日

讲员: 邝保亮主任牧师

在信仰的道路上需要属灵的传承，今年的 G12 亚洲大会有超过三千海外的代表参加，新的气
息在我们当中，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呢？
利未记 6:8-13
8
耶和华对摩西说：9 “你要吩咐亚伦及其子孙遵行以下献燔祭的条例。燔祭要整夜留在祭坛
上，坛上的火要不停地燃烧。10 早晨，祭司要穿上细麻衣袍和内衣，将燔祭坛上的灰烬清理
好，放在祭坛旁边。11 然后，他要更换衣服，把灰烬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12 祭坛上的火要不
断燃烧，不能熄灭。祭司每天早上要在坛上加柴，摆上燔祭，在上面烧平安祭牲的脂肪。13 坛
上的火必须不断燃烧，不可熄灭。”
通常大会中气氛热烈，又有著名牧者讲道布道，门徒的心好像被火烧着，但这种兴奋感将随
着大会的结束，终究会冷淡下来。我们必须继续维持，挑旺传福音的热忱，否则顺其自然的
话，里面的火总会熄灭的。使徒保罗对提摩太也是如此劝勉的：
提摩太后书 1: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藉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G12 亚洲大会能更新我们的异象，更新我们的热情，如何能使心里的火不会熄灭呢？
1. 不断地寻求神
要追寻、更渴慕神，正如利未记 6:12 所说的，祭坛的火不能熄灭，要不断地燃烧。我们必须
要不断地加柴火，让心中的火不断地燃烧。如何在生命中不断地加柴呢？
a. 要每天寻求神（马太福音 6:33；历代志上 22:19；申命记 4:29）
b. 读圣经，神的话语
c. 热切地随时随地地祷告
敬拜神、亲近神，不只是在主日崇拜里、在小组聚会中，而是每天都在进行，全心全意地寻
求神，与神亲近。耶稣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行神迹奇事，耶稣是如何使心中的火不灭呢？
路加福音 5:16 不过，祂还是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
马可福音 1:35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耶稣就起来独自走到旷野去祷告。
耶稣怎么知道天父的旨意呢？祂刻意地追求天父的同在，祷告，寻求天父的旨意。为什么我
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呢？因为我们不熟悉神的同在，对祂的同在不敏感，没有全心全意地寻
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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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谨慎，别放弃你起初的热忱；小心别让你的心有一点冷却。你们曾一度充满热忱；要保
持这火热的心，让曾经在你心中燃烧的火继续激励你。愿你仍旧充满能力和活力，是勤奋且
热心事奉神的人。”——司布真
2. 改变你的生活
若我们领受了神的火，而什么都不做，这火就会熄灭。
利未记 6:10 早晨，祭司要穿上细麻衣袍和内衣，将燔祭坛上的灰烬清理好，放在祭坛旁边。
旧约中，以色列百姓每天献祭，献上最好的公牛或羊，每个晚上要烧祭物在祭坛前。耶稣来
了，一次献祭成为永远的祭，新约时代的门徒不需要像旧约那样献祭了。为什么旧约中献祭
后要把灰烬除尽并清理干净呢？因为这些灰对祭坛的火继续燃烧没有任何的用处。在我们的
属灵生命中，在教会中，我们必须加入新的东西。若抓住旧有的，已经过去的事物，就不能
经历新的事。
以赛亚书 43:18-19
18
耶和华说：
“不要想念过去，不要留恋往事。19 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这事现在就要发生，
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吗？……
当我们愿意改变，新的事才会发生。行动意味着改变，经历神后，摩西和保罗的生命被改变
了。问问自己，你上一次经历神是什么时候？G12 亚洲大会后，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生活？
当你有目标，才会有热忱。你要凭信心踏出去，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与你同在，不断地挑
旺心中的火，火就不会熄灭。
罗马书 12:11 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常常火热地事奉主。

“你从来就无需为火灾做宣传。当火灾发生时，每个人都会到处乱跑。同样的，如果你的教
会火热的话，你不必宣传，社区早已经知道了。”——伦纳德·瑞文希尔
提摩太后书 1:6-7
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藉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
我们必须先有目标才有火热。我们要侍奉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然后我们才领受刚强、仁
爱、谨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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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坛的火要不断地加柴火，火才不会熄灭；个人属灵的生命不至于枯萎也需要规律的灵
修生活。请分享你习惯于用哪种方式，每天与神亲近，聆听圣灵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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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献祭后，灰烬要清理。请分享哪些事物是你属灵生命中的拦阻、瓶颈，以至于你的人生
一直无法突破（比如不饶恕，苦毒，上瘾...等等）。
Q3. 当我们愿意改变，新的事就会发生。分成 2 至 3 个人一组，彼此分享 G12 亚洲大会后，
你可以在哪方面做出调整或改变，以至于自己能经历神更大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
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提摩太后书 1:6-7
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藉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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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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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爱国际社区发展服务
触爱国际将在今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差派志愿者到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日本熊本市。在尼泊尔，
志愿者将为当地的贫困社区进行重建工作。在斯里兰卡和日本，志愿者将支援当地的社区发
展工作。有意者请上网 bit.ly/nationsservingnations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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