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5 周（4 月 10 日–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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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做过
每位组员伸出五根手指，然后轮流说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如果有组员做过所发表
声明的事，就要弯下一根手指；如果没有人做过的话，发表声明的人就需要弯下一只手指，
最先“握拳头”–弯下五根手指的人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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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胜的歌

一生爱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Q27A-bnJ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HBHUPiaJI

不凭眼见
求主给我祢的眼光
不凭己意

亲爱的宝贵耶稣
祢爱何等的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祢吸引

前方道路 祢为我照亮
祢是为我争战的神 得胜诗歌
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
紧紧跟随祢

爱祢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祢一生敬拜祢
一生爱祢一生荣耀祢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祢跟随祢

祢就是我得胜的歌
祢是又真又活的神
面对惧怕大声赞美
喔哈利路亚
唱着一首得胜的歌
给我力量超越现况
放眼前方应许之地
哈利路亚 不再畏惧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我爱祢跟随祢

虽有困难
我心仍有大喜乐
看轻苦楚
唱着这首得胜歌
祢就是我一切盼望的确据
得胜得胜 得胜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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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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见十架的荣美
讲道日期：2022 年 4 月 3 日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希伯来书 12:1-3
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
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
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3 那忍受罪人这样
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这段经文提到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我们的目光应该转向何处，才能寻见十架的荣美？
1. 向内观望 – 面对我们的罪
当我们自我探讨时，就会发现我们活在罪中。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的罪时，才能了解十架的
荣美。
希伯来书 12:1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
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我们要自我省察，面对自己的罪，要脱除这些罪。
哥林多后书 13:5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我们自己省察，就是向内看，看自己的生命过得如何。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省察并面对自己
的罪？当我们明白罪的问题，才能明白十架的荣美。
罗马书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活在当今的世代，不喜欢自我反省、面对自己的罪。反之，喜欢把罪合理化。
约翰一书 1: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书就像一本基督徒的生活手册，因为当时异端的兴起，约翰必须教导。当时的异端邪
教，现在也存在着。我们承认罪的真实与存在，但我们也要承认耶稣已战胜了罪。

“最严重的罪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 阿尔勒的凯撒
我们必须自我坦白，面对自己的罪，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
马太福音 7:3-5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4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
弟兄说：
‘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5 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
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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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要自我检讨，先让自己把梁木除掉。这就是我们在这 14 天禁食祷告必须要
做的。若我们对罪视而不见，就看不见十字架的荣美。
2. 抬头仰望 – 看见神的恩典
当我们自我检讨、面对自己的罪时，就会感到羞耻，而低头往下看。但神要我们抬头仰望、
瞩目看着祂，看见祂的恩典。
希伯来书 12: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当时十字架是充满羞耻，必须忍受的痛苦，而耶稣看到的是一种喜乐，是完成了天父旨意的
喜乐，知道将有神的子民会得救的喜乐。十字架代表神的恩典。恩典的定义是：不应得的、
不劳而获的、不配得的恩惠。
罗马书 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
我们吗？
经文告诉我们，神已经把最有价值的、最好的礼物给了我们。
罗马书 3:23-24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24 但蒙上帝的恩典，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世人被
无条件地称为义人。
祂使我们成为义人，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抬头仰望，看见神的恩典，才能了解十架的荣美。
罗马书 5:20 律法是后来颁布的，使过犯更多地显出来，只是哪里的罪越多，哪里的恩典就
显得越丰富。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伟大的恩典，祂的恩典是永无止境的、永远够我们用的。
约翰一书 1:8-9
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我们可以回归向神，因为祂是信实的、充满恩典的神，祂愿意饶恕我
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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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书 12:1 提到“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请分享你将如何放
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过着得胜的生活。
Q2. 你如何借着禁食祷告来面对自己的罪，舍弃隐而未现的罪，调整心态来面对神？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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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请轮流分享自己在过去一星期禁食祷告中所经历的挣扎和得着，彼此代祷，继续 14 天的
禁食祷告。
背诵经文：
约翰一书 1:8-9
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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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浸信教会装备阶段（一）
为了装备新信徒具备基督信仰的基础，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 坚信浸信教会装备
（第一阶段）”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2022 年 4 月 23 日-5 月 28 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报名链接：https://chms.fcbc.org.sg/equipping/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202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报读条件：完成生命栽培课程（LC1, 2 & 3）
3. 复活节聚会
下个周末（4 月 16、17 日）将是特别的聚会，因为我们将恢复我们的浸礼聚会！我们将在以
下的实体聚会于触爱中心举行浸礼：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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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星期日的华语聚会需要预订门票。这个周末的英语和华语聚会将优先保留给受浸者以及
他们的家庭成员、小组和朋友出席。聚会的门票会在星期五，中午 12.00 开始开放给公众预
订。下个星期六没有青少年聚会的现场直播。欢迎青少年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其他聚会。福建
聚会无需预订门票。欲知更多详情，请查看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4. 守圣餐
我们将在下个周（4 月 16、17 日）末守圣餐。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
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若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如果你来
参加我们的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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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会周祷会
来临星期三（4 月 13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只以英语进行。你可以从晚上 7.45 开始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com/fcbcsg)收看周祷会的直播。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 开始进行。
6. 坚信浸信教会 14 天祷告与禁食
我们正在进行 14 天的祷告与禁食。这将持续到 4 月 17 日，复活节。
你可在以下链接下载我们的祷告指引：
o 英语的祷告指引– fcbc.org.sg/prayerguide
o 华语的祷告指引– fcbc.org.sg/zh/prayer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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