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9 周（5 月 8 日–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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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知来电（Unknown Call）
每人回忆接听手机的未知来电经历，为什么你会选择接听？如果对方说明是某著名公司的电
话调查员，邀请你做 2 分钟的访谈并会寄出一份小礼物作为回馈。你会产生疑惑并问对方哪
些问题吗？游戏目的：分享了解每个人曾经在生活中面对的各种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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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抬起头的神

恩典之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G12IsjTN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wPlz82D2E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致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惧谁呢
耶和华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华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胜

主圣灵
轻轻呼唤着我的姓名
黑暗中 祢爱牵引着我
哦我神
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祢
天使围绕 带领我看见祢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我们必欢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副歌 1)
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
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
恩典之流恢复我得洁净
与我同在使我坚定
(副歌 2)
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
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
恩典之流敬畏中我站立
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
(Bridge)
此生充满主恩典
因祢宝血信实完全
我渴望见祢荣面
述说祢奇妙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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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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疑惑共存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5 月 1 日

心存疑惑是正常的，与疑惑作斗争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若要与疑惑共存，就必须能
够辨识我们生活中的疑惑。疑惑会以三种形式显示出来：
1. 不能确定

我们对生命中很多东西都不能确定。不能确定的意思是：不肯定；不明确。不能肯定自己所
相信的是什么，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疑惑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希腊文的字眼，
διστάζω (distazō)是其中之一，意思是在观点上有所迟疑或动摇。
马太福音 28:16-17
16

十一个门徒赶到加利利，到了耶稣和他们约定的山上，

17

看到耶稣就敬拜祂，但有些人仍

然心存疑惑。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些人看到耶稣就敬拜祂，有些人却心存怀疑。因为他们不确定那是否
真的是耶稣复活了。可能是一个冒名顶替者，甚至可能是一个鬼（门徒有些时候认为耶稣是
一个鬼）。所以有些人看见耶稣就敬拜祂，而有些人则迟疑了，因为他们不确定。
马太福音 14:25-31
25

26

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

“是个鬼怪！
”便害怕，喊叫起来。

27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得说：
“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

29

28

彼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

30

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
“主啊，救我！
”

31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

我们都非常熟悉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祂的意思就是：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迟疑呢？你
为什么不能确定呢？你为什么动摇呢？这是为了让彼得去思考，当时他不确定周围环境是否
对他的生命有威胁，不确定耶稣是否掌控一切。
2. 犹豫不决

我们往往不愿意做出决定，想要两全其美。犹豫不决是：无法做出决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让我们面对无法做出决定的处境，是两者的条件都很接近。在圣经里面，疑惑的另一个
希腊文 διακρίνω (diakrinō)，意思是拿不定主意。
马太福音 21:21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
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
，也必成就。

耶稣在这里是说：我们必须有信心，不要疑惑。也就是说若我们有信心，就要活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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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1:6-8
6

7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
8

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时我们难以做出决定，想要拥有神的祝福活出圣洁的生命，又不想放
弃属世的一些东西。
约书亚记 24:15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
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
耶和华。

经文告诉我们，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对上帝有信心，跟随祂、顺服祂，而不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要即刻做出决定，不要继续过着犹豫不决、三心两意的生活。
3. 选择不信

难以置信是当某些事情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无法相信它。但不信是缺乏信仰，
归结为拒绝相信某事。第三个形容疑惑的希腊文 ἄπιστος (apistos),意思是不相信或
不忠心。
约翰福音 20:27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
”

这里说明多马拒绝相信，而耶稣了解多马的拒绝，让他不要疑惑，重新建立信心。
马可福音 9:19 耶稣说：
“唉！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
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

耶稣在这里责骂门徒的不信。
马可福音 9:24 孩子的父亲立刻流泪喊着说：
“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

这节经文提到孩子的父亲有某些方面的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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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马不仅拒绝相信耶稣复活，也拒绝相信身边最亲密的人，这些过去与多马同甘共苦的人。
多马代表了我们生命中曾经遇到的一些人，他们心中的刚硬，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保护，他
们是属灵生活曾经受伤害的群体。
帮助我们面对疑惑的三个真理：
1. 疑惑使我们不能确定，但神主宰一切
启示录 22: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祂是掌控一切的，祂知道我们的过去和未来，一切都在祂的掌握之中。
2. 疑惑使我们犹豫不决，但神是信实的
提摩太后书 2:13 我们纵然会失信，祂仍然信实可靠，因为祂不能违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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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会失信，但神是信实可靠，不会改变的。
3. 疑惑使我们选择不信，但神是伟大的
马太福音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

神是伟大的，祂超越过去，胜过一切。神要透过我们成就的事，唯有信靠祂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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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经历过不能确定自己的观点？请分享你如何处理在观点上有
所迟疑或动摇的情况。
Q2. 当你面临疑惑时，你会有犹豫不决的情景吗？你是否会选择信靠上帝呢？请分享。
Q3. 你是否曾经对听过的神迹见证有难以置信的感觉？是什么让你的心从刚硬逐步软化下
来，不再被周遭所发生的事动摇？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雅各书 1:6-8
6

7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
8

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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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二和第三节

2022 年 6 月 4 日

早上 8.30 – 傍晚 6.00

地点
线上（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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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四节*

2022 年 6 月 11 日

早上 8.30 – 下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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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的最新消息

我们有一系列关于聚会的调整，将从 6 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始实行。我们将恢复星期六晚上在
新达城进行的英语和 G 代儿童的实体聚会。福建与青少年的实体聚会将于每个星期六下午
2.30 与傍晚 5.00 分别进行。这两个聚会也将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同步直播。我们会在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为你提供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浏览我们的教会网站得知更多有关聚会的
最新消息。
3. 福建聚会的巴士服务

我们将从 5 月 21 日开始恢复福建实体聚会的巴士服务。巴士服务是方便我们教会年长的会友
与他们的朋友来到教会。请记得提早到达候车处，巴士会准时出发。欲知更多详情，请上网
fcbc.org.sg/zh/hokkienbus 查看不同的巴士路线与候车地点。
4. 坚信浸信教会 5 月份的活动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在 5 月份的活动。
5. I and You

佳伟艺术呈献一部名为 I and You 的英文戏剧（华文的意思是“我和你”），戏剧将鼓励青
少年和青成年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思考人生真正重要的东西，以及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戏剧将于 5 月 20 至 28 日在佳伟剧院的黑箱剧场上演。输入优惠码 IANDYOU20FCBC 可享有 20%
的票价折扣。请上网 sistic.com.sg 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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