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8 周（5 月 1 日–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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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牙膏
每人轮流说自己用的牙膏的牌子，家人也用同一种吗？
学习在小的细节中一家人也彼此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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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有能力

我渴望看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GPl8f-re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mDdvNJ4hc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祢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泉源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 里面活着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祢面
昼夜地祷告为这世代呼求
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
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属这世界
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活水涌流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我渴望看见祢的荣耀彰显
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
圣灵如风地吹进
每颗枯干的心灵
我们灵魂再次地苏醒
我渴望看见祢的荣耀彰显
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
父亲回转向儿女
儿女回转向父亲
每个世代合一敬拜祢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
能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
还得胜有余

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
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
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
呼求复兴临到这世代
我们在叩门我们在寻求
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
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喊
呼求复兴临到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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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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4 月 24 日
约翰福音 20: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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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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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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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 说了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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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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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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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26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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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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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 多马说：
“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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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
”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

这段经文涵盖了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引入了疑惑的概念，这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存
在和必须处理的。关于疑惑两个鼓舞人心的真理：
1. 心存疑惑是正常的 - 不要觉得内疚，转向神

当我们与疑惑有挣扎时，不要觉得内疚，因为这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约翰福音 20:24-25
24

25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

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
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

多马在说这段话时是非常坚定的，因此他就被命名为多疑的多马。多马在神里面是信心的伟
人，但他在信心里面也有疑惑、有挣扎。
约翰福音 20:25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
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

耶稣向门徒显现时，多玛不在场。即使其他门徒看见了，他也不愿意相信，除非他亲眼目睹。
约翰福音 20:26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

过了一周，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这时多玛在场了。其实有疑惑是很真实的，但我们要与疑
惑共存，要学习去征服它。
马太福音 2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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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的其他门徒也是有疑惑之心,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不安, 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

“我将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第三日复活的上帝。但我生活的世界里却是沉默哀悼的第二
日。”——约翰·奥伯格
2. 心存疑惑是一生的 - 不要独自面对，转向神的群体

疑惑会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一生中可能发生的事。疑惑随时都会侵入我们
的脑子，所以我们不要独自面对，需要有一群人陪伴与我们同行。我们今天为神而火热起来，
不代表我们明天不会有疑惑。
约翰福音 11:5-8
5

6

7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她妹子并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然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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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 门徒说：
“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
吗？”
约翰福音 11:16 多马，又称为低土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

门徒反对耶稣去犹太，可是多马却充满着信心，因为他亲自目睹了拉萨路死而复活的神迹。
然而，过后他也心存疑惑。
约翰福音 20:26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

即便多马有疑惑，他还是与其他门徒聚在一起，而不是独自一人。
路加福音 2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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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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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这是发生在复活节当日，有两个心存疑惑的门徒，他们彼此讨论。让我们学习到，当我们不
确定时，不要孤立自己。
箴言 27:17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经文教导我们，不要孤立自己。我们要与神的群体同行，不要独自面对疑惑。

“我的信仰是被压伤过的，但是是存在的。我的生命不是没有信仰。我并没有与神隔绝，但
我和神是有争闹的、有争论的、有疑问的；是被压伤过的信仰。”——埃利·维塞尔
“我的传统文化告诉我，没有一颗心比破碎过的心更加完整；但我也要说，没有一个信仰比
压伤过的信仰更加坚定。”——埃利·维塞尔
犹大书 22 那些心存疑惑的人，你们要怜悯他们；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心存疑惑的人，我们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回到神的群体当中。
马可福音 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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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
“如果你能？对于相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
” 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
”

我们並非大山，总会有信心动搖的时候，有疑惑並没有错，重要的是我们要怎样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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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是否经历过疑惑？请分享你如何处理你的疑惑。
Q2. 当你面临疑惑时，你会向谁求助？你是否会关注于自己的感受，自我反省？还是转向神
的群体，向他们求助？请分享。
Q3. 你是否因为疑惑而拦阻了你实现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因而感到内疚？你是否觉得自己
错过了机会，错过了上帝为你安排的时机？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马可福音 9:23-24
23

24

耶稣说：
“如果你能？对于相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
” 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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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 3.00 – 傍晚 5.00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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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生命栽培三(LC3)课程将于以下日期、时间与地点进行：
序 环节

日期

时间

1 第一节

2022 年 6 月 3 日

晚上 7.30 – 10.00

地点
线上（Zoom）

2 第二和第三节

2022 年 6 月 4 日

早上 8.30 – 傍晚 6.00

3 第四节*

2022 年 6 月 11 日

早上 8.30 – 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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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爱中心副堂（4 楼）

*参加者若未完成接种疫苗，鉴于政府法规可能会被拒绝参加
报名条件：在报名时，学员必须已完成 LC1 和 LC2。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报名将在额满后或 2022 年 5 月 30 日截止，以较早者为准。
2. 坚信浸信教会 5 月份的活动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聚会的事宜，以及教会在 5 月份的活动。
3. 教会周祷会

来临星期三（5 月 4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以双语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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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常年会员大会

我们教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5 月 18 日，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举行。若要索取常年报告或
出席常年会员大会，请在下个星期日（5 月 8 日）之前上网 fcbc.org.sg/agm2022 登记。请
留意：我们只允许已上网登记的会员出席会员大会。常年会员大会与常年报告只限坚信浸信
教会的正式会员出席与索取。如果你对常年会员大会的议程有任何疑问，请在 5 月 10 日之前
上网 fcbc.org.sg/agmquestions 提出你的问题。我们将在会员大会上对相关和实质性的问题
做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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