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0 周（10 月 3 日–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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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编剧
带领游戏者为每位组员定下次序，然后先开始一个故事的起头，组员依次序承接上这个故事
的内容並创作新的故事，大概 2-3 回合后，故事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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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跟祢走

奇妙的策士

主祢跟我走往普天下走
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
主我跟祢走往普天下走
死荫幽谷紧紧跟祢走

奇妙的策士祢名是耶稣
巧妙的双手引我走正路

因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有祢跟着我我还怕什么
因祢已战胜死亡得胜君王
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开启我的眼信心的双眼
看那天使天军在身边
塑造我的心谦卑地聆听
祢的话语深植在我心

何等荣美的名(1/2)

有谁能像祢
赏赐平安与救赎
慈爱与公义
为祢宝座根基
何等奇妙
唯有祢是我心的爱慕
祢以外我别无好处
唯有祢是我心的爱慕
我生命主
祢圣名是耶稣
祢是我永远归属

祢就是太初神的道
(Bridge 1)
至高主与神同在
死困不住祢 幔子已挪去
在造物中隐藏祢荣耀
罪和阴间屈服于祢
今显明在基督里
与天堂欢庆 祢荣耀显明
死里复活祢得胜利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Bridge 2)
我王耶稣基督圣名 祢无所匹敌 祢无人相比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耶稣掌权直到永远
无一事物相比
国度属于祢 荣耀属于祢
这是何等荣美的名
超乎一切我主圣名
耶稣的圣名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祢带着天国降临
我王耶稣基督圣名
我罪虽重 但祢爱更深
我们永远不分离
这是何等奇妙的名
这是何等奇妙的名
我王耶稣基督圣名
这是何等奇妙的名
无一事物相比
这是何等奇妙的名
耶稣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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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荣美的名(2/2)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无一事物相比
这是何等大能的名
耶稣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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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坚信的群体：我们的价值观——神的创造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1 年 9 月 26 日

神不需要透过我们来工作，但祂选择透过我们来工作，因为我们对祂来说至关重要。这周的
信息主题：坚信浸信教会的价值观之神的创造。
歌罗西书 1:16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我们生命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上帝的呼召是要委托我们去为祂的创造做事。
当我们被呼召去传福音，不单单是做一件事，而是为着需要得救的灵魂去做的。

“神要我们透过对创造物的关护来反映我们对造物主的爱。”——约翰·斯托得
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创造主，上帝所造的一切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爱上帝就会
爱祂所创造的。神的创造包含什么？
1. 人类

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祂委托我们去照顾人类。
马太福音 28:19-20
19

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以上经文是上帝给我们的委托跟指示。
马太福音 22:37-39
37

38

39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

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

我们必须爱人如己，上帝在提醒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人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
塑造门徒。
哥林多前书 13: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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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

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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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

经文提到我们做的事可能是对的，无论是去完成大使命、传福音、说万人的方言、周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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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其中若没有爱，做这一切都是无益的。
哥林多前书 13:4-7
4

5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6

7

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上帝呼招我们去服事人是很容易的，但要用爱心去照顾所服事的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大自然

大自然就包括了海洋、山还有世上的动物。耶稣也引用自然界的元素来教导：如天上的飞鸟
（马太福音 6:26）；百合花和草（马太福音 6:28-30）；狐狸和飞鸟（马太福音 8:20）。
马太福音 6:28-30
28

29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
30

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耶稣在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上帝如何的珍惜与供应我们，连所罗门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花。耶
稣其实是在表扬花以及大自然，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
神/耶稣被描述为自然界的元素：如神是我们的岩石（诗篇 31:3）；耶稣是神的羔羊（约翰福
音 1:29）；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启示录 5:5）。
创世记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

上帝给我们管理的也包括大自然。
创世记 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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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
19

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
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

罪不单单影响了人类灵魂的审判，地也受到了咒诅。
3. 文化

文化的定意：(1)文学艺术与人类智力成就的其他表现形式的总和；(2)特定族群或社会的思
想、习俗和社交行为。
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形中突然出现的。我们的文化有艺术、音乐、娱乐。不同的地
方、族群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当上帝把指示给祂的子民的时候，其实祂也在创造
一个文化。当上帝说：不用害怕祂与我们同在时，祂是要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文化；对教会而
言，我们要看到一个尊荣上帝的文化，这个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反映
出耶稣的文化、一个能正面改变生命的文化。
罗马书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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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祂悦纳的。

我们要因着上帝的话语而转化，因为我们要创造一个虔诚、属上帝的文化。
马太福音 5: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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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世上的盐。如果盐失去咸味，怎能使它再变咸呢？它将毫无用处，只有被丢在外
14

15

面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如同建在山上的城一样无法隐藏。 人点亮了灯，不会把它
16

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 同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面前，好让他
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赞美你们天上的父。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带来周围的改变。
以弗所书 2:10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祂预先安排给我
们的美善之事。

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上帝杰作，奇妙的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上帝所创造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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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如何珍惜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大自然和文化？请分享。
Q2. 耶稣如何引用自然界的元素来教导我们？请分享。
Q3. 身为基督徒，你要如何创造一个反映出耶稣的文化？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
告。
背诵经文：
马太福音 5:13-14
13

“你们是世上的盐。如果盐失去咸味，怎能使它再变咸呢？它将毫无用处，只有被丢在外
14

面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如同建在山上的城一样无法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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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星期六)
时间：3.00pm–5.15pm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4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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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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实体聚会

10 月 9 日/10 日的周末：
o 轮到彭伟纶与张翠翠牧师的团队出席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o 星期日的华语聚会照常在上午 11.30 进行，并且开放给所有会友订票。
我们会继续观察疫情的情况，并在可以的情况下尽可能提供更多有关恢复实体聚会的计划的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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