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5 周（1 月 26 日–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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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名称：你在做什么?
目的：测试组员的记忆力，及是否容易被人影响
时间：10 分钟
内容：
组员围圈坐，第一个人向右边的人做一个动作，但口中却说出另一个动作。例如，他手中做
着刷牙的动作，但右边的人问“你在做什么”时，他要一面继续刷牙，一面回答“我在绑鞋
带”，接着，第二个组员就要绑鞋带，右边的组员要问“你在做什么”，他则继续绑鞋带，
但口中说“我在放风筝”，如此类推，直至每人轮流玩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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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异象新的方向

基督是我满足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膏新的恩宠
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

祢是我奖赏 是我唯一所爱慕
这世上没有事物
能够带给我满足

称赞我们神为高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典新的盼望
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我们神要做新事

在试炼中 我灵歌唱
永不回头 我得自由

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异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祢是做新事的神
我要向祢唱新歌
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新酒新皮袋每天要赐下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荣耀的主我愿祢来
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
神国度的荣耀彰显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荣耀的主我愿祢来
圣灵引领看见新的异象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祢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祢 一切在于祢
基督我全所有
救恩喜乐在于祢
这盼望永不止息
天堂是我家
暴风雨中 我灵歌唱
与祢同行 荣耀归给上帝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十架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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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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
讲道日期：2020 年 1 月 19 日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马可福音 10:13-16
13

14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15 我实在告诉你
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16 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
他们祝福。
在教会，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要有孩子般的信心。圣经并没有提到孩子般的信心，但耶稣说我
们必需像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上帝不要我们看不起孩子般的信心，祂要我们拥抱，有这个
童心。当我们拥抱这个童心时，才能理解成为孩子是什么意思。上帝不要我们幼稚，而是要
我们有一颗童心。
能帮助我们成长的四大童心特征：
1. 一心求胜，但不断成长
小朋友的求胜欲特别强，很喜欢竞争。当他们有这个竞争的态度时，他们是会逐渐的进步，
会在他们的技能上进步。
撒母耳记上 17:25-29
25
以色列人彼此议论说：“看那个人！他是来向以色列军骂阵的。谁要能杀死他，王必有重
赏，还会把女儿嫁给他为妻，并免去他父亲家在以色列应缴的赋税。”26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
人：“如果有人杀了这非利士人，洗掉以色列人的羞辱，他会得到什么呢？这个未受割礼的
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27 他们就把刚才的话一一告诉大卫。28 大卫的
长兄以利押听见他跟人说话，就愤怒地对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把旷野的那几只羊交
给谁了？我知道你骄傲自大，心怀恶意，你来只是想看打仗。”29 大卫说：“我做错了什么？
我问一下都不行吗？”
大卫看到的是能够克服、能够征服的挑战。
2. 直接坦然，但无所畏惧
撒母耳记上 17:31-37
31
有人听见了大卫的话，就去告诉扫罗，扫罗便派人来召大卫。32 大卫对扫罗说：“大家不要
33

因这个非利士人而丧胆，让仆人去战他。” 扫罗说：“你不能去，你年纪还小，他却是一
个久经沙场的战士。”34 大卫说：“我一直替父亲放羊，有时候狮子或熊会从羊群中叼走羊，
35
我会去追打它，把羊从它口中救出来。如果它起来攻击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把它打死。36
我曾打死过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他的下场也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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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和熊一样。37 耶和华曾经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拯救我，祂也必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我。”
扫罗对大卫说：“去吧，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敢于接受挑战。
马太福音 9:27-29
27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28 耶稣
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
信。”29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两个瞎子勇于问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拥有做儿女的权柄，我们要敢于去问。
3. 精力充沛，但兴奋激昂
撒母耳记上 17:22 大卫把带来的东西交给负责看守的人保管，自己跑到阵中去问候哥哥们。
撒母耳记上 17:28 大卫的长兄以利押听见他跟人说话，就愤怒地对他说：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把旷野的那几只羊交给谁了？我知道你骄傲自大，心怀恶意，你来只是想看打仗。”
大卫当时就如小孩子般的兴奋，但其他兵士们并没有那么亢奋，而是害怕。当我们长大，我
们的能量会减少，也不像以前那么活力充沛，可是我们不需要失去那激昂的斗志。
以赛亚书 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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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
旷野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上帝可以在我们面前做新事、做奇妙的事，而我们可以完全没有察觉到。
4. 缺乏经验，但天真单纯
撒母耳记上 17:32-33
32
大卫对扫罗说：“大家不要因这个非利士人而丧胆，让仆人去战他。”33 扫罗说：“你不能
去，你年纪还小，他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
扫罗说大卫年纪还小没有经验，而歌利亚却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他专注于大卫没有经验的部
分，而大卫却单纯的说：
撒母耳记上 17:34-37
34
大卫说：“我一直替父亲放羊，有时候狮子或熊会从羊群中叼走羊，35 我会去追打它，把羊
从它口中救出来。如果它起来攻击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把它打死。36 我曾打死过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他的下场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 37 耶和
华曾经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拯救我，祂也必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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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旷野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不要再去想念过去的经历，无论过去的成败，不要再去留念，要像孩子一般的单纯，进入新
的季节，重新去经历神。孩子般的信心不是叫我们扮成一个小孩，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上
帝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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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就好像孩子找父亲一样。当然，要有敬畏的心。但我们也应带着孩子
般的信心和单纯。”——钟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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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积极于神的呼召、积极于事奉、积极于接受挑战，是否因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地
淡了，不再亢奋了？请分享你将如何像孩子般的兴起来。
Q2. 在四个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童心特征里面，请分享哪些是你所拥有的，哪些是你没有的。
你要如何能拥有你所没有的特征？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哪一个童心的特征是你这周要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将如何
去应用它，然后彼此的祝福祷告。
背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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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旷野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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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地点

LC1 - 2 月 9 日; LC2 -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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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月 7, 8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佳伟剧院–5 楼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3 月 14, 15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佳伟剧院–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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