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5 周（11 月 7 日–11 月 13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第 45 周（11 月 7 日–11 月 13 日）领或事先指派一
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破冰名称：感恩与期盼
时间：10 分钟
游戏规则: 请组员回顾并写下他们对 2021 年最感恩的一件事(例如：健康、关系修复、学业
或新的探索)，然后写下 2022 年最期望改变的一件事，依次在组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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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

唯有耶稣

主我能超越
突破我生命的极限
在基督里 得着能力
超越我环境的局限
主我能超越
求祢来扩张我境界
带着信心 勇往向前
跟随祢主 直到永远
我能超越

耶稣祢能 使瞎眼看见
耶稣祢能 医治伤心人
耶稣祢有 权柄释放
叫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使水变成酒
叫狂风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迹
耶稣 无人与祢相比

信靠主 我能成为上帝
所喜悦的门徒
将生命 献上来走这正义路
靠着爱 在一切的事上
都得胜有余
藉着祂所赐的能力
我有超越的勇气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
无人与祢相比

在祢里面 胜过一切
冲破界限 我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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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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要性
讲道日期：2021 年 10 月 31 日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10 月 31 日在教会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一天被称为“宗教改革日”。在一些国
家，它被标志着新教改革的宗教节日。这是 1517 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将他的 95 条论纲钉
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口的日子，这被认为是新教改革运动的起点。在论纲中，他陈述了基督教
教义中广为人知的 5 个“唯独”：
1.
2.
3.
4.
5.

唯独圣经：我们实践信仰生活中的唯一神圣权威，不是人，而是神的话语（圣经）
唯独恩典：我们只能靠神的恩典得救，而非靠自己的行为来得着
唯独信心：我们只能靠信心得救，而非靠遵守律法或道德善行
唯独基督：我们只能靠基督和祂的牺牲得救
唯独荣耀神：我们所信所作的一切，是为了荣耀神

从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让我们理解到没有人是永无过失的。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理解
改革的重要性，便能从中学到改革如何让我们活出自己的生命。
哥林多前书 10:11-12
11
12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自己以
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保罗这样说是为了帮助哥林多教会的人学习到以色列的历史和事例。同样的，在教会的历史
所发生的事件，也是来警戒我们的。
从宗教改革中，我们可以学到：1. 没有人是永无过失的；2. 我们都需要洗心革面
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都会犯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洗心革面？
1. 反思我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经常反思自我的生活：我做了什么，我做事的方式，以及我如何生活。因为没有人
是永无过失的，因此需要更多进行这种反思。
马太福音 7:3-5
3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
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5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
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这段经文的教导是要先处理和去除我们眼目中的东西，然后再去帮助弟兄。例如，人的眼目
有盲点和短处，除非借助镜子查看，否则无法看到。在属灵路程上如何做反思呢? 我们生命
中的镜子就是我们生命中属灵的群体，帮助我们看到生命中的问题并照顾彼此。
加拉太书 6:1-2
1
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不慎犯了罪，你们顺从圣灵的人就应该温柔地挽回他，同时也要小
心，免得自己也受诱惑。2 你们要分担彼此的重担，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这段经文说明，上帝要我们得着挽回和修复。当有人犯罪时，群体回应主的呼召，如镜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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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温柔帮助犯罪的人挽回。
2. 检讨我们的生命
反思后要进行检讨审视并做出改变。我们通常可以对事物进行反思，但还需要审视结果，以
便我们有属灵参照和意愿做出改变。
马太福音 7:4-5
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5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
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耶稣教导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生命中不洁净的东西去掉。透过宗教改革的历史，我们学
习到要改变，就要有对照的标准。我们必须根据神的话语来检讨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
马丁路德说每人都应该有圣经、读圣经是很重要，我们才可以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对照检讨我
们的生活。
提摩太后书 3:16-17
16
圣经全部是上帝启示的，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行义， 17 使属上帝的人得
到充分的装备，去行各种善事。
上帝不论职分，祂要充分的装备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行祂要我们做的事。祂也赐给我们经文
来对照和检讨，让我们透过圣经里的启示活出生命中的精彩。
3. 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除掉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然后生命要有更新，唯有透过上帝才能够得到更新。我们
是凭信心、因着耶稣而得着更新。当我们看到了梁木并去掉它，就能活出没有梁木的新生
命。
哥林多后书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的命定是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上帝宝贵的恩典。祂不只是让我们停留在反思生命中的错
误，更重要的是祂给了我们盼望和更新的机会。
约翰福音 3: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改革，意味着上帝在做美妙的事情。当我们不
断地审视自我的生活，祂让我们重新站立得稳。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最美妙的事，是祂给我
们的盼望。
诗篇 139:23-24
23
上帝啊，求你鉴察我，好知道我的内心；求你试验我，好知道我的心思。 24 求你看看我里
面是否有邪恶，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
当我们了解上帝是谁，我们就会意识到祂是多么的爱我们，并靠着祂的引导，走永恒的道
路。

“神不是为着我们的价值而爱我们。祂爱了我们，我们才有价值。”——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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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过去十个多月的疫情期间，你在职场、社群或家庭生活中，有什么改变？请分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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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改变。
Q2. 你在灵修读经时或在生活中透过他人，是否看到需要自我改变的梁木？请分享你是如何
面对这个改变的。
Q3. 当耶稣透过属灵家庭让你看到并去除生命中的梁木后，你将如何回应祂的呼召活出新生
命？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哥林多前书 10:11-12
11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12 所以，自己
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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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聚会轮替表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轮替表如下：
o 11 月 13 日 – 陈国贤与许丽云牧师的团队
o 11 月 20 日 – 王福强与高秀凤牧师的团队
o 11 月 27 日 – 翁侠才与江春莉牧师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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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观察当前的疫情形势，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更多有关恢复实体聚会的计划详
情。
3. 坚信浸信教会的红包封套 2022
会友们可以上网 fcbc.org.sg/redpacket2022 预订我们教会 2022 年的农历新年红包封套。
每位会友可索取最多两包红包封套。每包含有五个红包封套。我们会在 2022 年的 1 月底之
前把红包封套邮寄给你。11 月 15 日截止预订。
4. 领袖会议
我们将于 11 月 17 日（星期三），晚上 8.00 至 9.30 召开领袖会议。会议将在 YouTube 频道
上进行。届时，领袖们会收到由各自的团队牧师所发出的链接。会议备有华语翻译。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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