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8 周（11 月 22 日–1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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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游戏:
请组员轮流说一段神给我们应许的经文，然后分享为什么喜欢这节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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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来赞美

何等恩典

主祢真伟大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海洋与河流 齐来赞美耶和华

以真诚的心 降服在祢面前
开我心眼使我看见
以感恩的心 领受生命活水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伟大奇妙神宇宙创造主
在祢眼里
万国只像小水滴
无人与祢相比

何等恩典 祢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祢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
祢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必充满赞美

主祢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主祢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深深爱我捧我在祢手心中
主祢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主祢真伟大
How awesome you are
永恒的主唯一的主上帝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万物要歌唱 齐来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我要唱
哈利路亚 我要跳
哈利路亚 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我要专心专心来爱祂
将我的心的心献给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祢已挪去我所有枷锁
祢已挪去我所有重担
祢已挪去我所有伤悲
祢的名配得所有颂赞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祂
我要欢呼欢呼赞美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伟大奇妙神
宇宙创造主
创世之前
为我定完美计画
我一生敬拜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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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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祷文（二）

讲员：李永恩牧师

日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
马太福音 6:9-13
9

10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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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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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
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

主祷文不是让我们从上帝取得想要的东西的形式或公式，而是关乎我们渴慕神的国在我们的
生命中掌权来荣耀神。
我们的祷告生活必须有什么？
1. 渴慕神的纯洁
马太福音 6: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CUVMPS)
马太福音 6:12 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CCB)

这短短的祷告经文，不是一个模式或公式，或叫我们赶快做这个祷告，也不是叫我们轻易地
带过掩盖罪的部份。而是告诉我们，必须有强烈的渴慕看见纯洁。耶稣教导在这段经文中，
必须寻求纯洁和饶恕，因为罪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
诗篇 51:10-12
10

11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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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让我重新享受蒙你拯救的喜乐，赐我一颗乐意顺服你
的心灵。

当大卫王犯罪的时候，他非常关心他的纯洁、他与上帝关系。他非常担心，失去与上帝的同
在，所以纯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件小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祷告上帝饶恕我们的罪，
而是必须很严厉的处理罪。
马太福音 5:8 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

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要经历上帝的同在、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来寻求
洁净、寻求上帝的饶恕，严厉的处理生命中的罪。
雅各书 4:8 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洗净你们的手吧！三心二意的
人啊，洁净你们的心吧！

一个渴慕纯洁的心，是不会掩盖过罪的，渴慕上帝的心，会认真地处理罪，寻求上帝的洁净。
将罪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这样我们就不会失去与天父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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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6:14-15
14

15

“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

犯，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

当我们渴慕在上帝面前有纯洁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处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要处理我
们与别人的关系。在上帝眼中的纯洁，不单是关乎我们做对或错的事，而是要渴慕有上帝的
本质、本性在我们的内心。上帝本性就是要饶恕、展现出恩典与怜悯。神的宽宏大量和怜悯
通过耶稣的死亡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而显示出来。
马太福音 6:12 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CCB)

当我们宽恕别人时，是我们最像上帝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因为不饶恕的罪而被捆绑。

“宽恕好比释放一个囚犯，然后发现真正的囚犯是你自己。”——刘易斯 B·史密德
2. 依靠神的同在
马太福音 6: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CUVMPS)
马太福音 6:13 不要让我们遇见诱惑，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CCB)

这节经文是要我们完全的依靠上帝，承认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没有很强的意志力，能够与诱
惑对抗。

一位神学家说：
“人可以在试验中自由选择对神忠诚或不忠诚。撒旦通过滥用自己的权威和特
权慫恿耶稣偏离天父的计划。”
耶稣所受的试探：
i. 肉体的私欲
马太福音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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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禁食了四十昼夜后，很饥饿。 试探者前来对祂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叫这些
4
石头变成食物。
” 耶稣回答说：
“圣经上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的每一
句话。
’
”
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饥饿，饥饿是正常的。在这里耶稣是如同人一般的经历饥饿，但把石头
变成食物的话，不是上帝所要的计划，所以耶稣就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
口中的每一句话。
ii. 眼目的私欲
马太福音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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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圣经上说，
‘上帝会差遣祂的天使用手托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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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
” 耶稣回答说：
“圣经上也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
”

眼目的私欲就是要表现自己，透过上帝的能力使自己显得威风和骄傲，可是这不是上帝的心
意，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iii. 今生的骄傲
马太福音 4:8-10
3

8

9

魔鬼再带耶稣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把世上万国及其荣华富贵展示给祂看， 说：
“如果你俯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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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 耶稣说：
“撒旦，走开！圣经上说，
‘要敬拜主——你的上
帝，单单事奉祂。
’
”

撒旦引诱耶稣妥协于每一个试探。但耶稣没有妥协，因为祂明白这一切不是上帝的心意。耶
稣依靠神的同在，祂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来满足祂生命的需要。
希伯来书 4: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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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的尊贵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应当持守我们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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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 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祂与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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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却从来没有犯罪。 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祂赐恩的宝座前，好领受怜悯和恩典，
作随时的帮助。

耶稣是我们至高的大祭司，祂明白我们的弱点，祂和我们一样曾经面对各样的试探。祂经历
各种的试探是因为祂能明白并帮助我们，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到祂赐恩宝座前，好领受怜悯和
恩典。
3. 宣告神的大能
马太福音 6:9-10
9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马太福音 6:13 ……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

前段和尾段的经文都有同样的概念，就是天父的国度、权柄、荣耀和祂圣名的能力。这是非
常重要的，主祷文不是关乎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需要。主祷文的开始和结束都是神的囯度和神
的能力。主祷文不是我们強求上帝给我们生命中的需要，而是宣告神的国度和能力在我们的
生命中。

“祂坐在宇宙的宝座上为王而祂的君王统治，即祂的国度和统治——统管万物。圣经中“国”
的基本意思是指神君王的统治，即祂的统治、行为、君主地位以及至高的治理。”—— 约翰·派
博
“在基督来之前，神的国要显明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方式，就是我们透过活出天堂的公民和
国王的臣民的方式显明出来。”——斯普劳尔
“上帝的国度绝不能简化为空谈、思想和原则。上帝的国度就是力量。”——比尔·约翰逊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上帝的国度，世界上就没有上帝的国度。”—— 艾伯特·史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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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我检讨、反思过去在祷告时的心态与态度，你今天是否有些不同的做法？请分享你
将做出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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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当你遇到各种的试探时，你要如何依靠神的同在而胜过试探？请分享。
Q3.神的国度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吗？有什么事是你需要放弃或开始做的，以致于能够完
成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请轮流分享，然后组长用主祷文为组员祷告，祝福大家。
背诵经文：
马太福音 6:9-13
9

10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11

12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
13

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
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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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疫情目前的情况，有关生命栽培的课程将另行通知。
2. 聆听神的声音

为了那些有兴趣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培养聆听神声音的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聆听神的声音”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2020 年 12 月 9 日（星期三）
时间：傍晚 7.45 - 10.00 点
报名链接：https://forms.gle/VFnyNBQwExgi5fPb7
报名截止日期：2020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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