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11 周（2020 年 3 月 8 日–2020 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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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彼此分享生命中的一种营垒，比如可能是别人的一句话使你感到受伤，无法原谅对方；或者是
一种失败的体验，让你自卑，自信心受到打击，一直无法突破，等等。分享完后，两个人一组
为对方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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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主给我平安

主我敬拜祢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Chu Ho' Goa Peng An

Chu Goa Keng Pai L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主给我平安

主我敬拜祢

I si Ia-so' I si Ia-so'

Chu ho' goa peng an

Chu goa keng pai Li

祂是我的神

主给我平安

等候在祢的面前

I si goa e Sin

Chu ho' goa peng an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我的耶稣真爱我

主我敬拜祢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Chu goa keng pai Li

我要赞美祂

给我平安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Goa beh o lo I

Ho' goa peng an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我的心有平安

*天军向祢跪拜

Goa e sim u peng an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我的心有平安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Goa e sim u peng an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因为耶稣真爱我

主我双手举起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给我平安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Ho' goa peng an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我要来赞美祂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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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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的心 Heart of Worship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3 月 1 日
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教会的定义，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拥有信心的社群。这一周的信息主题是
“敬拜的心”。敬拜不只是一次性的，比如某个主日的诗歌敬拜，敬拜乃是在神面前的立志，
一颗敬拜的心是将一生都视为敬拜。
罗马书 Romans 12:1-2 (CCB)
1 所以，弟兄姊妹，我凭上帝的怜悯劝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作圣洁、蒙上帝悦纳的活祭。你
们理当这样事奉。2 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就能明辨
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祂悦纳的。
敬拜的中心在于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不是追逐世界的潮流，而是思想和意念
的更新和改变。敬拜是对上帝极大的仰慕和奉献，而有时候，是透过音乐。
诗篇 Psalm 95:1 (CCB)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申命记 Deuteronomy 10:8 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
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给利未支派的职分。
敬拜有三个主要的焦点：
1. 神彰显的同在 God’s Manifest Presence
申命记 Deuteronomy 10:8 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
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
利未支派要抬起上帝的约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上帝通过人看得见手造的约柜来表明祂与祂
的百姓同在。上帝知道人的软弱，需要经历到看得见的东西才能体验神的同在。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彰显的同在”和上帝“无所不在”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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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Acts 2:1-4
1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
他们所坐的屋子；3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
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所记载的是上帝“彰显的同在”。
2. 神的喜悦 God’s Pleasure
第二个焦点是渴慕上帝的喜悦。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追求自己的偏好。
罗马书 Romans 12:1 (CCB) 所以，弟兄姊妹，我凭上帝的怜悯劝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作圣
洁、蒙上帝悦纳的活祭。你们理当这样事奉。
要以敬拜为奉献献给上帝，蒙祂的悦纳。有些奉献是神所喜悦的，但有些却是祂不喜悦的。
以赛亚书 Isaiah 1:13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
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都是罪。
诗篇 Psalm 51:17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彼得前书 1 Peter 5:5 (CCB) 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大家都要存谦卑的心彼此服侍。因为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
“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注目仰望祂，我们就会自发地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侍奉神，就
在于祂在我们心中是否占据榜首。” —— 倪柝声
3. 神的旨意 God’s Purposes
第三个焦点是寻求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在生命的每一处都完成上帝的旨意。
申命记 Deuteronomy 10:8 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
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
上帝给我们祂美好的旨意，就是差我们奉祂的名去祝福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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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Romans 12:1-2 (CCB)
1 所以，弟兄姊妹，我凭上帝的怜悯劝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作圣洁、蒙上帝悦纳的活祭。你
们理当这样事奉。2 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就能明辨
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祂悦纳的。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12 章第三至八节教导我们如何用我们的恩赐服事上帝和基督的群体；第九
节教导我们不要虚伪，要真诚的去爱身边的人。
罗马书 Romans 12:10 (CCB) 要彼此相爱如同手足，互相尊重，彼此谦让。
第十四节说到要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第十六节教导我们要谦卑、彼此和睦、不可心高气傲；
第二十至二十一节说到要服侍我们的仇敌。
“敬拜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私的侍奉。最崇高的赞美，就是追寻失丧灵魂的脚步声。” ——
葛培理
敬拜的心不单单只是把上帝摆在最高的位置，也要把别人的需要摆在自己之上。上帝在挑战我
们兴起来，拥有一颗敬拜的心，爱人如己。
敬拜的心就是无私的心。敬拜的焦点是：
1. 神彰显的同在，而不是我们私利的存在
2. 神的喜悦，而不是我们的偏好
3. 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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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渴慕经历和看见神彰显的同在吗？请分享在这方面你有过怎样的经历。比如为自己或家
人朋友在疾病的过程中祷告，寻求神，有神迹般的医治或超自然的事情发生等等。Do you
desire to experience and see God's manifest presence?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in
this regard. Such as praying for yourself or family and friends in the course of illness,
seeking God, miraculous healing or supernatural things happen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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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敬拜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满足自己的喜好。有的人来教会的庆典聚会，会批评敬拜的诗歌
选的不好，或批评牧师的讲道。请坦诚分享你觉得这样的做法讨神的喜悦吗，为什么？
Worship is to please God, not to satisfy one's preferences. Some people come to church
celebration services to criticize the poor selection of worship songs, or to criticize the
pastor's preaching. Please share frankly whether you think this approach pleases God
and why?
Q3. 你或你的小组是否曾经为传福音大发热心，但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难处，甚至被人得罪，
误会，毁谤。你是否因此灰心失望，不愿再付出爱心了。听了今天的讲道，敬拜是一生的奉献，
敬拜是完成神的旨意而非自己的计划，对你有什么启发？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或者对你
的小组的托付吗？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然后彼此祝福祷告。Have you or your cell group
been passionate about evangelism, but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and even been offended, misunderstood and slandered. As a result, are you
discouraged and unwilling to love others again? After listening to the sermon that
worship is a life-long dedication, and worship is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will, not your
own plan, what has inspired you? Do you know the will of God for you, or His
commission for your group? Share in groups of 2s or 3s,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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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