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1 周（5 月 22 日–5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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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龙游戏
游戏规则：
1. 先确定顺序。
2. 以成语或是 4 个字短语为基础接龙，就是前一句成语或短语的最后一个字，是第 2 句成语
或短语的第一个字，可以音同字不同。
3. 每一轮不能有重复或短语出现。
4. 答不出来的人，必须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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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事将要成就

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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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Y6e0xJlROI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膏新的恩宠
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
称赞我们神为高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
新的恩典新的盼望
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天使天军
仇敌的攻击
我要更坚定信靠祢
祢是我力量
祢是我永远的拯救
祢的右手施展能力
显出荣耀

祢是做新事的神

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我们向祢唱新歌
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新酒新皮袋每天要赐下

我必不惧怕
靠着祢的圣灵祢的应许
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祢在我左右
我必不惧怕
神啊谁能像祢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施行奇事
谁能控告 谁能抵挡
我是神所拣选的
我是神所拣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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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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吧！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5 月 15 日

回顾过去的 2 年 3 个月，教会停止了实体的聚会，从此聚会就不再一样了。当现在情况改善
了，教会往前进的同时，我们要与时并进，除了让聚会数码化外，实体聚会也同样的重要。
希伯来书 10:19-25
19

20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21

22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
23

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
24

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
25

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
更当如此。

在希伯来书的时代就有人不去教会参加聚会。在教会里相聚有什么意义？
1. 我们彼此委身的表现

基督徒的信仰是关乎群体，它不是孤独或个人主义的模式，群体是上帝的心意。
创世记 1:26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

神是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神的本质就是一个群体。
创世记 2:18 耶和华上帝说：
“那人独自一人不好……

上帝造了男人之后，就说那人独自一人不好，祂造了女人之后，他们就成了一个群体。
希伯来书 10: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经文提到弟兄们，原文指的不是随便用的词语，而是表示我们是一家人。也就是作者不是写
给某些读者，而是写给他认为是家人的读者。
希伯来书 10:21-22
21

22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经文提到的家是指一个家庭或群体。当我们相聚时，表现出了彼此的委身。
希伯来书 10:24-25
24

25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

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我们在教会里相聚，是表达出彼此委身的表现。
2. 我们对神委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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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教会能敬拜、读神的话语、祷告，在其它地方也能做到。那在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呢？当我们来到教会，可以大家一起敬拜、读圣经、祷告，我们不能偏离群体的概念。我们
彼此委身表达了我们对神的委身，因为对神委身必然会使我们彼此委身。
使徒行传 2:46-47
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聚集在圣殿里敬拜上帝，又在各人家中掰饼聚会，以欢喜、慷慨的心
47

分享食物， 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主使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

经文提到信徒在各人的家中相聚，也在圣殿里聚集。他们不单单是在星期天，而是每天在圣
殿聚会。
希伯来书 10:24-25
24

25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

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我们必须彼此相顾，不可停止聚会。经文提到的聚会，不是一个普通的聚集在一起，而是大
家彼此的委身。委身于神就是委身于群体。人有可能委身于教会，却不委身于神。但人不可
能委身于神，却执意不委身于祂的教会。我们要在日常中活出神的本质。
加拉太书 5:22-23
22

23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惟有在群体中，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
希伯来书 10: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激发在希腊文是煽动的意思。我们要在群体当中，煽动、挑衅起爱心彼此相顾，这些都无法
在独自中完成的。神要我们经历群体中的好与坏，我们才能成长。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世人
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
约翰福音 17:20-23
20

21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

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并且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好让世人相信是你差我来的。
22

23

我又将你赐给我的荣耀赐给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

面，好使他们也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这样，世人便知道我是你差来的，而且知道你爱他们，
就像爱我一样。

耶稣优先为我们祷告的，是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因为群体在神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来到实
体聚会显示出我们对神的委身，在群体当中我们学会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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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过去因疫情而开始线上聚会，现在教会已经恢复了实体聚会，你是否已回到教会参
加实体聚会？如果没有，是什么因素阻止你参加实体聚会？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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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实体聚会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请分享。
Q3. 你要如何在群体中学习活出圣灵的果子，而彼此相顾？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
起祷告。
背诵经文：
希伯来书 10:24-25
24

25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

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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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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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四节*

2022 年 6 月 11 日

早上 8.30 – 下午 1.00

地点
线上（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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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6 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始，我们将于每个星期六下午 2.30 在触爱中心进行福建的实体聚会。
福建聚会无须订票。此聚会将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同步直播。你可以浏览我们的教会网
站查看更多有关聚会的资讯。
3. 守圣餐

下个月，我们将于 6 月 4 和 5 日在所有的聚会守圣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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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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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坚信浸信教会 5 月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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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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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