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 周（1 月 9 日–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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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每位组员分享，在 2021 年中，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你要在 2022 年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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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来赞美

深深爱祢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海洋与河流 齐来赞美耶和华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祢 单单寻求祢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爱祢
敬拜祢让祢荣耀充满全地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万物要歌唱 齐来赞美耶和华

深深爱祢耶稣
深深爱祢耶稣
我爱祢超越生命中一切
深深爱祢耶稣
深深爱祢耶稣
哦我爱祢耶稣

哈利路亚 我要唱
哈利路亚 我要跳
哈利路亚 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我要专心专心来爱祂
将我的心的心献给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祂
我要欢呼欢呼赞美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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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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
讲道日期：2022 年 1 月 2 日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诗篇 107:1-3
1
2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
3
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
诗篇 107 很大的焦点在于感恩。当我们献上感恩时，是需要有导向的。

“感恩，却没有感恩的对象是很奇怪的。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见过这样的现象：在感恩
节，很多人感恩，却没说感谢谁。就好像结婚了，却没有配偶。”——哥尼流·普兰丁格
我们该如何感谢主？
1. 感谢神的作为
我们每次感谢主，都要感谢祂的奇妙作为。在诗篇 107 篇第 1-3 节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一切。
诗篇 107:4-9
4
5
6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 又饥又渴，心里发昏。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
7
8
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 但
9
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
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怎样救赎祂的子民。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带领着他们出来；当
他们迷失的时候，神就带领了他们行走直路。我们要向神所行的奇事称赞祂。
诗篇 107:17-22
17
18
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
19
20
门。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 他发命医治他们，救
21
22
他们脱离死亡。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愿他们以感谢为
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这段经文记载，这些子民生因为他们的罪而病了。当他们哀求耶和华，神就从他们的祸患中
拯救，并医治他们。同样的，因神所行的奇事我们要称赞祂。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要
学习感谢神的奇妙作为。
2.感谢神的本性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基础及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时候有好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
感谢主，就会不小心把我们的感恩变成因情况而定的事情。但是我们感恩的态度不可以因情
况而定。当我们学习如何感谢神的本性时，我们就可以时刻都感谢主了。
诗篇 107: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经文教导我们因祂本为善，我们要感谢祂。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无论我们是在顺境或逆境，神是不变的，祂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或所发生的事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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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107:8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诗篇 107:15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诗篇 107:21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诗篇 107:31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以上经文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和例子：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祂的慈爱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要
称赞祂。经文让我们看到因祂的奇妙作为、因祂的本性，我们要感谢祂！
诗篇 107:33-42
33
34
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 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
35
36
37
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 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
38
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 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
39
40
的牲畜减少。 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 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
41
42
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 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 正
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谁，祂可以改变不同的环境。祂可以把旷野变为水潭，祂供应给很多
人。基本上祂就是行神迹的神，供应我们的神，会祝福我们的神，使祂的子民生养众多，使
我们人数倍增。祂会惩罚罪孽之辈，祂是公义的神。最后，以神的本性来终结这段经文。当
我们知道神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凡事谢恩。感谢主的过程，不单单是因为神所做的，而
是因为有着神的本性而愿意献上感恩!

“神掌控一切，所以我可以凡事谢恩——不是因为我身处的情况，而是因为那在一切事上掌
权的主。”——凯·亚瑟
希伯来书 13:8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我们的环境不断地在改变，但耶稣基督从不改变。祂一直都是良善的、掌权的、充满怜悯、
爱我们、与我们同在。

我们如何分享值得感恩的事？
1.列出神的一个属性；2.列出彰显该属性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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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过去 2021 年里，有什么感恩的事项吗？请分享一件你要感谢主的事项。
Q2.请列出神的一个属性，然后分享神彰显该属性的经历。例如：我感谢神，因为祂是____
______。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分享个人的经历）。在整个过程中，神（怎样动工）。
Q3.你在凡事上都能够谢恩吗？或是只有好事发生才感谢主？你在感恩方面有什么挣扎吗？
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诗篇 107:1-3
1
2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
3
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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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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聚会轮替表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团队轮替表如下：
o 1 月 15 日– 余锡全与李爱蓉牧师的团队
o 1 月 22 日– 李永恩与叶丽芬牧师的团队
o 1 月 29 日– 傅伟龙与黄静仪牧师的团队
所有会友可以从星期五，中午 12.00 开始预订剩余的英语聚会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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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会周祷会
1 月 12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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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灵修专线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我们已恢复了福建、华语和粤语的灵修专线。以下是灵修专线的号
码：
o 福建：6797 2777
o 华语：6797 2778
o 粤语：6797 2779
鼓励大家每天拨打专线来聆听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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