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7 周（7 月 4 日–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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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轮流分享一件生活中和父亲在一起难忘的经历，从这件事情中，你是否感受到父亲的关
怀或出于爱的责备和管教。 最后，带领分享的人引导大家思想天父对我们的爱更是不离不弃
的爱。或许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从属世的父亲身上感受到很多的爱，但是天父要把祂
完全的爱赐给我们。大家一起朗读马太福音 7:7-9 节的经文，带领的人为大家祷告进入下一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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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动天地

天父祢都看顾

我要爱慕祢

哈利路亚 我们欢呼
哈利路亚 我们庆贺
主祢战胜黑暗权势

主我们的父
呼召祢儿女跟随
神迹如此靠近
渴望我们能看见

耶稣 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倾倒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单单渴慕祢

哈利路亚 我们欢呼
哈利路亚 我们庆贺
主祢得胜祢已复活
祢要震动天地
祢必震动沧海旱地
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祢
祢使圣殿充满荣耀
荣耀大过荣耀
祢必赐平安 必赐福这地

祢是信实
从未离开我身边
天父 我信靠祢
祢是良善
吸引我到祢面前
天父 我敬拜祢
一次又一次的跌落
没有一次不被祢所拯救
祢看顾我
落下的每一滴眼泪
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
我得安慰
(我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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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满溢 我心满溢
对祢的爱和思念无止尽
让我走向 祢的身旁贴近祢
主啊 我渴慕寻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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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着祢更多

讲员: 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1 年 6 月 27 日
约翰福音 3:22-36
22

这事之后，耶稣和门徒前往犹太地区，在那里住下来给人施洗。

23-24

那时约翰还没有入狱，

25

他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给人施洗。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为
26

了洁净的礼仪争辩起来， 于是门徒来见约翰，说：
“老师，你看，以前在约旦河对岸和你在
27

一起、你为祂做见证的那位在给人施洗，众人都去祂那里了！
” 约翰回答说：
“除非是从天
28

上赏赐下来的，否则人什么都得不到。 你们自己可以为我做见证，我说过我不是基督，我
29

只是奉差在祂前面预备道路的。 娶新娘的是新郎，站在旁边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会
30

31

欢喜快乐。因此，我现在也心满意足了。 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从天上来的，超越一切；
32

从地上来的，属于地，他所谈论的也不外乎地上的事。那来自天上、超越万物的， 要把所
33

见所闻讲给人听，只是没有人接受祂的见证。 但已经接受祂见证的人证实了上帝是真实的。
34

35

上帝所差来的，说的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将圣灵无限量地赐给祂。 父爱子，已把万物交
36

在祂手里。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上帝的烈怒常在他身上。
”

马太福音 3 章记载耶稣开始服侍之前接受了施洗约翰为祂施洗。施洗约翰所做的一切不是为
了自己，而是耶稣。他怀着“祂必兴旺，我必衰微”的心志，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因为他
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每天的灵修当中，也要保持这种心态：愿祢兴旺，愿我
衰微。我们为什么需要在生命中得着神更多呢？
1. 我们需要祂在我们的生命中

若我们希望真真实实地过这一生，我们就特别需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希望获得成
功、强壮起来、有勇气、在所做的事情上能够得胜，但我们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有很
大的挣扎。所以我们需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需要祂加添力量、祂的恩膏、祂的指引、祂
的同在。
约翰福音 3:27 约翰回答说：
“除非是从天上赏赐下来的，否则人什么都得不到。
”

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兴旺起来，因为我们所需要的都是从天上赏赐下来的。那个能够得
着力量的恩膏、能够服侍人的恩膏、生命中所需要的胜利，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哥林多后书 12:9-10
9

但祂说：
“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全备。
”所以，我更喜欢夸
10

耀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荫庇我。 因此，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欣然面对软弱、凌辱、
迫害、艰难和困苦，因为我软弱的时候也正是我刚强的时候。

使徒保罗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得刚强了，他这样写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在他里面，
因为他是软弱的，但在上帝里面得到极大的恩典，上帝给他加添力量。
2

加拉太书 5:22-23
22

23

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没有律

法会禁止这些事。

我们的生命能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的缘故，而不是凭我们的努力或能力
所得着的。我们必须呼求要得着神更多，因为我们需要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透过自己的能
力，我们是无法转化自己的。
约翰福音 3:34-36
34

35

上帝所差来的，说的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将圣灵无限量地赐给祂。 父爱子，已把万物交
36

在祂手里。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上帝的烈怒常在他身上。

永生的意思是我们不被罪所俘虏，也就是罪不会毁了我们的灵。经文教导我们，我们所得的
一切都是来自上帝。
2. 我们要为祂而活

有些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上帝，是因为他们不要为祂而活。他们只想为自己而活、做自己想做
的事、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梦想。我们生命的目的来自于上帝，
当我们为祂而活时，就会活得特别有意义。
约翰福音 3:28 你们自己可以为我做见证，我说过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奉差在祂前面预备道
路的。

施洗约翰是为神而活的，不是为自己的志向而活。他为主而活也不是被逼的，而是他的选择，
是他要为主而活。
约翰福音 3:29-30
29

娶新娘的是新郎，站在旁边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会欢喜快乐。因此，我现在也心满
30

意足了。 祂必兴旺，我必衰微。

经文以新郎新娘做比喻，施洗约翰只是站在旁边的朋友。
路加福音 9:23-25
23

24

耶稣又教导众人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 因
25

为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但为了我而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失去自己或丧掉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

这就是施洗约翰所做的，他舍己、降服他的一生，为主而活。当我们要为主而活时，就会发
现我们需要祂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呼求得着神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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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遇到棘手的事情或突发状况而手足无措时，你会怎么处理？你会先寻求人的帮助，
还是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呢？请分享。
3

Q2. 约翰福音 3:30 祂必兴旺，我必衰微。你渴慕为主而活吗？你要如何活出“祂必兴旺，我
必衰微”的生命？请分享。
Q3. 路加福音 9:25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或丧掉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你对这段
经文有什么见解？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路加福音 9:23-25
23

24

耶稣又教导众人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 因
25

为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但为了我而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失去自己或丧掉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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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Online Zoom)“生命栽培一和二”(LC1&2)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7 月 25 日(星期日)
时间：3.00pm–5.15pm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19 日(星期一)
请你们鼓励还未完成经历神营会的组员到链接报名，预备他们去经历神营会。
2. 40 天 2021

今年的 40 天祷告与禁食季节将从 7 月 1 日开始，直到 8 月 9 日。主题是“从头开始”，取自
尼希米记。由于受到冠病疫情的限制，祷告手册只在网上刊载。40 天 2021 的官方网站
(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1/) 将每天上载当天的祷告指引。
3. 坚信浸信教会和佳伟公司招聘员工

坚信浸信教会和佳伟公司目前有全职的职位空缺。其中包括：
o 会计师
o 财务执行员
o 资讯科技执行员
o 高级设施管理执行员
o 中央支援人员
如果你有意加入我们的团队，请上网 fcbc.org.sg/zh/careers 查看详情和申请有关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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