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2 周（10 月 17 日–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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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害怕
每人都会碰到害怕的事，对新冠疫情尤其是诚惶诚恐，最近染病人数飙升大家更是如临大敌。
每人分享你人生一件害怕的事，你如何克服，如何得胜？最后一起祷告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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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贵全能神

亲爱圣灵

天开了

全能真神 祢掌权
祢的慈爱 永远长存
万民都来 尊崇祢圣名

再没有事物 能与祢相比
活泼的盼望 超越全世界
祢同在里

我祷告等候 祷告等候
我渴望祢荣耀降临
我祷告等候 祷告等候
我渴望祢荣耀降临

世上万有 属于祢
祢的慈爱 永远长存
荣耀的名 直存到永远

我尝到世上 最甜美的爱
当我心得释放 我羞愧都松开
祢同在里

哈利路亚 尊贵全能神
天地万有都会灭没
唯有祢永远不改变
哈利路亚 圣洁全能神
无一人能与祢相比
所有荣耀都归于祢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祢
充满这氛围 浇灌在这地
我全心渴慕祢荣耀降临
完全降服于祢的同在里

宣告祢国度降临
祢旨意成全这地
兴起祢所选子民
高举祢荣耀的名

让我更多 来感受祢的同在
让我更多经历
祢荣耀中的善

彰显祢同在
触摸我们
彰显祢同在
恩待怜悯

伸出祢的手
医治这地
纪念祢百姓
拯救万邦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祢国度降临 祢旨意成全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圣灵江河 从天浇灌
燃烧我热情 为耶稣
圣灵火燃烧 炼净我的生命
从罪中得释放 能自由地飞翔
圣灵火燃烧 医治恩膏涌流
使我们得完全 进入神的禧年

我的救赎我的帮助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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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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小孩子学习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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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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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告诉你
16

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
他们祝福。

耶稣教导我们，若要进入神国，就要像小孩子一般。一方面是要我们不要藐视童真，另一方
面是要我们明白身为上帝儿女的身份。
罗马书 8:14-16
14

15

因为凡有上帝的圣灵引导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 你们接受的圣灵不是使你们做奴隶，仍旧
16

害怕，而是使你们做儿子，可以称上帝为“阿爸，父亲”。 圣灵亲自与我们的心一同见证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约翰一书 3: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
女！……

以上经文提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祂所拣选、所爱的。
马可福音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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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提到门徒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见耶稣的人。俗话说：小孩子应该被看到而不应该被听到。
或许这就是门徒们的想法，有一种小孩子没有地位的文化或思想。但经文教导我们要像小孩
子一样，不是叫我们幼稚，而是要我们有童真。我们可以从小孩子身上学到的四个教训：
1. 一心求胜，但不断成长

小孩子求胜的心，促使他们的成长和进步。所以不管是 8 岁或 80 岁我们都要成长，我们可以
向小孩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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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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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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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

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 他们就把刚才的话一一告诉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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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给谁了？我知道你骄傲自大，心怀恶意，你来只是想看打仗。” 大卫说：“我做错了什么？
我问一下都不行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手足之间的竞争。从大卫跟他兄长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到他们就像是小孩子
2

般的互相竞争。大卫后来与歌利亚挑战，虽然大家都不看好大卫，大卫还是不断的给自己挑
战。我们要有大卫那样的精神，勇于面对挑战，透过挑战来成长。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有
求胜的心态。在我们的信心旅程中，我们时常会对自己说：“我做不到。”有时魔鬼会对我们
说：
“你做不到。” 但路加福音 1:37 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不断地自我挑
战，才会不断地成长。
2. 直接坦然，但无所畏惧

所谓童言无忌，小孩子是很直接了当的。
撒母耳记上 17:31-37
31

32

有人听见了大卫的话，就去告诉扫罗，扫罗便派人来召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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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个久经沙场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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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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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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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狮子和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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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经文，大卫表现出来的就好像小孩子初生之犊不畏虎一样，直接坦率。他相信有一个
伟大的天父可以帮助他，任何人都不用怕。我们必须学习像小孩子一样，因为我们长大之后
就会拐弯抹角、犹豫，不直接去找上帝。有时候我们没有那勇敢的信心，就不敢直接坦然。
3. 精力充沛，但兴奋激昂

小孩子的精力是充沛的，当我们长大了，就不像年轻时一样有精力、有活力。我们有时候虽
然可能失去精力，但不可以失去兴奋，兴奋是不关乎年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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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到了战地，他很兴奋，他要到阵中看那里发生什么事。我们刚信
主的时候不是精力充沛的吗？无论读圣经或去教会都是火热的。如果可以维持这把火，不是
很棒吗？我们要向上帝祷告，让我们不要随着时间的过往，而减少我们对祂的热诚和兴奋。
因为当我们失去这个兴奋感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上帝要为我们做的新事。
4. 缺乏经验，但天真单纯

当我们越来越有经验，就会越来越不单纯，对上帝的热忱却越来越消退。
撒母耳记上 17:32-33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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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罗说：“（别开

玩笑！
）你不能去，你年纪还小，他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

扫罗靠着他的经验，但大卫却有他的童真和兴奋。虽然整个以色列人都惶恐不安，只有大卫
是靠着他的童真跟对上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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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 17:34-37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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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去追打它，把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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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打死过狮子和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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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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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以色列军队都惧怕歌利亚，而需要像大卫这样的年轻人来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刚强壮胆。
我们的过去经历了很多，但我们不能被过去的经历来塑造我们的内心，要祷告求上帝帮助我
们有童真、单纯的心。要成为年长又富有智慧的人，我们得先当个年轻又愚蠢的人。不要被
经验限制了我们的潜力而失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好旨意。圣经教导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
面前。很多人就是被经验所辖制，阻挡了他们前面的道路。

“神要你活在现今的启示中，而不是过去的经历中。”——希博雷
以弗所书 3:20-21
20

21

上帝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能够丰丰富富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祂在教

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上帝可以成就很多事情，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只要大胆地向主求。

“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应当像孩子找父亲一样。当然，必须存着敬畏的心，但我们也应带着
小孩子般的信心和单纯。”——钟马田
我们要向小孩子学习，不是学习他们的幼稚，而是像他们一样不断成长、无所畏惧、兴奋激
昂、天真单纯！每位神的儿女都可以大胆地向主求，主可以借着我们成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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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如何在学习小孩子的勇气“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同时，又能不失鲁莽和自我克制？
请分享。
Q2. 从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给了你什么启发？你将如何持续初信主时的火热与冲劲？请
分享。
Q3. 我们常常为主发梦，为何随着年纪渐长、经验更丰富后，却不再兴奋？要如何不让经验
消耗了你对主的纯真与动力呢？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罗马书 8:15
你们接受的圣灵不是使你们做奴隶，仍旧害怕，而是使你们做儿子，可以称上帝为“阿爸，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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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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实体聚会

10 月 23 日/24 日的周末：
o 轮到余锡全与李爱蓉牧师的团队出席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o 星期日，上午 11.30 的华语聚会则开放给所有会友订票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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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