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10 周（2020 年 3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7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题目：真假回忆录
目的：建立关系要努力
内容：每一个人轮流讲三件往事，其中一件往事是假的。当一人讲完，大家马上猜他哪件往事
是假的！猜中者一分，最后分数最高者赢！
重点：以有趣的方式来彼此认识，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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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我要单单仰望祢

主耶稣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主耶稣, 主耶稣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Chu Ia-so', Chu Ia-so'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Sin ah, goa e Sin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因为祢是我依靠

用我口敬拜祢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哦我主, 当敬拜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In ui Li si goa oa kho

*因祢爱, 救赎我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In Li ai, kiu siok g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举手赞美祢 (2X)
Goa beh giah chhiu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仰望耶稣的荣光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Goa beh thiau bu o l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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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罪恶入光明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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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冒险的信仰 Risky Faith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期，特别是许多正在遭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和那些必须面对感染这
病毒的人。在这个时刻，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是要超越极限，祂要我们超越我们的恐惧，超越教
会的四堵墙，超越对教会定义的看法。
使徒行传 Acts 8:1 (CCB) 当时，扫罗也赞成杀死司提凡。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遭
到极大的迫害。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
当时的教会虽然正在经历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但是教会仍然继续地增长，门徒都被分散出去。
‘分散’在希腊文是‘播种’的意思。门徒不是因为恐惧而逃避，乃是像种子一样被散播出去。
使徒行传 Acts 8:4-8 (CCB)
4 但那些逃往各地的信徒逃到哪里，就将福音传到哪里。5 腓利来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6
城里的人耳闻目睹他所行的神迹，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道。7 当时有许多人被污鬼附身，那些
污鬼大声喊叫着被赶了出来。还有不少瘫子和瘸子也被医好了。8 城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我们从希腊文知道教会不是在逃避，他们不管被逼到哪里，都把福音传到哪里，所以城里洋溢
着欢乐的气氛。我们看到他们把挫折变成得胜的经历，便明白了“教会从来就不单单是信徒的
聚集；教会也应该是信徒的散播出去。”若每个门徒都像种子被散播出去，那每个种子散播出
去的地方，就会看到新的树长出来，这就是教会被散播出去的美妙之处。
在这时刻不管我们经历什么困难，第一，幸福小组要继续下去，因为现在正是我们将福音传出
去的时刻；第二，开放小组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小组就是教会！社区需要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
约书亚记 Joshua 6:1-5 (CCB)
1 耶利哥人害怕以色列人，就把所有的城门都关得紧紧的，无人出入。2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耶利哥王及其英勇的战士都交在你手中了。3 你所有的军队要每天
绕城一圈，连续六天，4 让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号走在约柜前面。到了第七天，你们要绕城
七圈，祭司要吹响号角。5 当你们听到号角长鸣时，所有的人都要高声吶喊，城墙就会坍塌，
众人便可以直冲上去。”
去耶利哥的以色列人都必须要有冒险的信心。那时，约书亚凭着信心，冒着风险地回应上帝去
攻打耶利哥城。耶和华指示约书亚如何打败耶利哥城里那些强悍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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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 Joshua 6:9 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约书亚将军队放在祭司的前面和后面，就是要保护这些祭司不会遭受到攻击。但他们仍然冒着
险，凭着信心绕着城墙走。
我们凭着信心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也必须要冒险，千万不要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感
到恐惧。让我们向约书亚学习，他是依照两个真理来生活，驱使他继续前进：
1. 神指挥大局 God is in command
约书亚记 Joshua 5:13-14 (CCB)
13 约书亚走近耶利哥，举目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剑站在他面前。约书亚上前去问道：
“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敌人的？”14 那人答道：“都不是，我来是做耶和华
军队的统帅。”约书亚就俯伏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
约书亚知道上帝指挥大局，知道上帝掌权，所以他遵循上帝的命令，这就是顺服。
“顺服是拥有真正的信心的关键。” —— 查克·寇尔森
若我们要凭信心生活，就要有顺服的生命。真正信心的考验是当我们必须为主冒险的时候。若
我们不愿意为主冒险，我们的顺服不一定是真实的。
我们的顺服不只是我们对上帝的委身和忠心。有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上帝，是因为有另一件东
西在指挥着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不顺服上帝，而顺服恐惧；可能忧虑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
可能怨恨在指挥着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命令，带着顺服的心态，让上帝指挥大局，
引导我们的生命。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1:7 (CCB)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懦弱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
律的心。
我们必须要有自律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指令。
2. 神掌控一切 God is in control
约书亚记 Joshua 1:3-5 (CCB)
3 我已把你们脚掌将踏之地都赐给了你们，正如我对摩西的应许。4 从南部的旷野直到北部的
黎巴嫩，从东部的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部的地中海，包括赫人居住的全境，都将是你们的领土。
5 在你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够抵挡你。过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离
开你，也不丢弃你。
上帝掌控所有的东西。约书亚抓紧上帝给他的应许，他信靠上帝，这就是他能顺服上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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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信任和爱我们顺服的对象时，顺服就变得不难了。” —— 多位作家
当我们信任上帝时，我们就会顺服，例如彼得走在水面上。但当他开始看周围的风浪时，发现
自己失去了控制，就开始下沉了。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回应事情的方式。当我们觉得失去控制的
时候，恐惧就会进入我们的心。当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不是我们在操控，因为我们没有控制权，
而是上帝在控制一切。
约书亚不管风险有多大，仍然知道上帝在掌权，并且在带领着他们。他知道自己无法取得胜利，
唯有上帝可以。事实上，当我们面对危机时，我们通常会立即尝试自己控制局势！我们需要时
间和空间来处理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跌倒时，就会迅速尝试抓住某些东西，以便可以控制
自己。跌落的那一刻令人恐惧，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无法保护或维护自己的安全。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这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凭眼见而活，乃是凭信心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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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往喜欢自己掌控局势。请分享在你过去的经历里，自己掌控和顺服上帝的带领有什
么不同的结果？We often like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ourselves. Please share in your past
experience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your own control and obedience to
God's leadership?
Q2. 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哪些方面需要凭着信心踏出去的？请分享你将付诸什么行动？What
aspects of your life need you to step out by faith? Please share what actions you will
take.
Q3. 一个新型冠狀病毒就使世界天翻地覆，许多人生活在恐惧当中。你对这疫情有什么看法或
回应？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然后彼此为着疫情来祷告。The new COVID-19 virus has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and many people live in fear. What is your opinion or
response to this epidemic? Share it in groups of 2 or 3 and pray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outbreak.
D. 服事 Work（15 分钟）：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叫神感动他们出席主日聚会和小组。
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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