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5 周（6 月 19 日–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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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居所
请组员准备纸和笔，每人在 1 分钟内记录下组长念出的数字中是否有自己居所的邮编（Postal
Code）当中的数字。组长需要计时并随机不停顿的读出两位数字（例如 62，23，51，36，70）
。
完成游戏后相互分享被念到最多的数组，祝福大家的居所均得神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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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我的盘石

我渴望看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wF_dYoS8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mDdvNJ4hc

耶和华我的盘石
是应当称颂的
你教导我的手争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耶和华我的盘石
是应当称颂的
你赐给我智慧谋略
教导我心坚定于你

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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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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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
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
父亲回转向儿女

神啊 我要向你唱新歌
我慈爱的主
你是我的山寨 我的高台
神啊 我要向你弹琴
歌颂我的救主
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 我所投靠的主

儿女回转向父亲
每个世代合一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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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居所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6 月 12 日
诗篇 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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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啊，求你记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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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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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

以上几节经文的核心是第5节。诗篇作者主要写的是大卫如何起誓不停歇，直到他为耶和华寻
得所在，为雅各的全能者找到居所。我们不能混淆“神的无所不在”与“神彰显的同在”之
间的区别。当教会、小组和个人居所成为“圣灵的居所”，才能彰显神的同在。
为神彰显的同在营造居所需要注意些什么？
1. 与神对齐，不只是制造气氛

很多时候，基督徒倾向于认为上帝的存在是由气氛决定的。这意味着只有当气氛感觉良好时
（例如：参加特会或热闹的会堂），上帝才能并且将会彰显祂的同在。但除了气氛以外，我
们要与神对齐。有很多基督徒为了追逐气氛，从一个特会到另一个特会，从一个教会到另一
个教会。我们要知道，能打开神同在、彰显的门，是与神对齐而不是气氛。
但以理书 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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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大发雷霆，下令将火窑烧得比平时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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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又命令军中的勇士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绑起来，扔进烈焰熊熊的火窑。 这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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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外袍、裤子等衣物，戴着头巾，被绑着扔进烈焰熊熊的火窑。 因为王的命令紧急，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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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得非常热，火焰烧死了那些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人。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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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被绑着落入烈焰熊熊的火窑。 这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地跳起来，问谋士：“我们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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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扔进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答道：“王啊，是的。” 王说：“看啊，我见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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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没有被绑着，也没有被烧伤，第四个人的面貌好像神明的儿子。” 于
是，尼布甲尼撒走近火窑的门，喊道：“至高上帝的仆人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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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到这里来吧。”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便从火中出来。 那些总督、行政官、省长和
王的谋士上前围观，见火焰没有烧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
上甚至没有火燎的气味。

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只敬拜耶和华而不是偶像，经历了上帝大能的同在和彰显。但他们
所处的氛围或环境绝不是“理想的”。尽管气氛如此恐怖，他们三人还是经历了上帝。 因为
他们关注的不是气氛，而是与神对齐，活出圣洁和顺服的生命。
但以理书 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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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问他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啊，你们真的不事奉我的神明，不祭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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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金像吗？ 现在你们准备好，一听见角、笛、弦琴、竖琴、瑟、笙等各种乐器的声音，
就要叩拜我造的像。不然，必立刻将你们扔进烈焰熊熊的火窑。那时什么神明能从我手中救
你们呢？”
但以理书 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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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啊，我们若真被扔进烈焰熊熊的火窑，我们所事奉的上帝必能救我们脱离火窑，祂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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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中救我们。 即或不然，王啊，你要明白，我们也不会事奉你的神明或祭拜你立的金像。”

以上的经文更加证实了，气氛讲求的是感受；与神对齐讲求的是信心。信心开启了神大能的
彰显而不是气氛。每人都要注重凭着信心对齐，活出圣洁和顺服的生命。
加拉太书 5:25 如果我们是靠圣灵生活，就当凡事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们必须顺从、与圣灵同行、与祂对齐。

你想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基督徒吗？那就要寻求耶稣作为你圣洁的源头和标准。你要在生命
中看见神的大能吗？那就要寻求明白基督纯洁的心。如果我们要成为属神的人，就必须在圣
洁中成长。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圣洁且带有能力的，但圣洁必须要在能力之前。”—傅兰吉
2. 与神亲近，不只是追求能力

如果我们想为上帝预备居所，重点必须是与上帝的亲近，而不仅仅是追求上帝的能力。对许
多人来说，另一个表明上帝显明同在的关键是，看到神迹奇事的彰显，这会导致我们进入一
个特别专注于神迹的地方，而忽略了上帝。神迹是指向上帝，因神迹源于上帝。在圣经人物
中，摩西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例如：
a) 看到燃烧的灌木丛（遇到上帝）
b) 看到他的手杖变成一条蛇，然后又变回来（出 4:2-4）
c) 看到他的手长了麻风，然后又回来了（出 4:6-7）
d) 水会变成血（出 4:9）
e) 埃及的十灾
f) 云柱（白天），火柱（夜晚）
g) 红海的分离
h) 听见神的声音（出埃及记 19）
归根结底，摩西因什么而闻名？圣经有写他见证或展示了多少上帝的能力吗？
出埃及记 33:11 在会幕内，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两个朋友谈话一样……

当圣经形容摩西时，在出埃及记此节经文是描述他与神的亲密关系，“好像两个朋友谈话一
样”。如果我们把亲近理解为单向的获取，最终可能会忽视真正重要的东西——上帝。
马太福音 7:21-23
21

22

并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在审判那天，很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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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行了许多神迹吗？ 我会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走开！’

这段经文提到我们可以追求神的大能，而忽略了亲近上帝。我们必须追寻正确的东西，我们
追寻的不是神的大能，而是渴慕、亲近上帝。有些人刻意经历别人的圣灵浇灌（例如：颤抖
或倒在地上），而这可能误导我们忽略了神的爱。上帝按照祂的心意去让人经历圣灵。只要
亲近神，神迹奇事就离我们不远了。
3.全然更新, 不只是再次重复
哈巴谷书 3:2 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耶和华啊，我惧怕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
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将它显明出来……

如果一直回顾过去圣灵的作为，我们只会看圣灵如何在我们的教会和新加坡运行，圣灵在 90
年代以强大的方式运行（威尔斯大复兴、阿苏撒街大复兴）。在祷告中我们需要超越“再次”
这个词，不能一直渴慕过去，而忽略圣灵在我们当中将做的新事。
我们相信上帝必行各样的新事，从“重复”转向全新浇灌。在教会里提到圣灵的大能时，会
提及人们曾在台前祷告时被充满颤抖倒在地上。如果圣灵要这样运作，我们没有资格阻止。
我们必须预备自己成为圣灵的居所，呼求经历圣灵全新的浇灌。
马太福音 9: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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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

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
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新酒在发酵过程会产生额外的气体，因旧皮袋无法扩张就会裂开。所以谈到圣灵的同在也是
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像这个新皮袋的比喻一样，随时准备更新的经历圣灵。我们需要有迫
切的渴慕，按照圣灵的运行方式迎接改变，要明白拥有新皮袋的目的是为了容纳新酒。
因此我们应该追寻，渴慕成为圣灵的居所，渴慕得着全然更新和浇灌，渴慕亲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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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在你生命的过往，曾经有多少次希望事情可以回到原来的样子？请分享。
Q2. 你是否曾经历圣灵如何在我们的教会和新加坡运行并做新事？你是否渴慕再次的经历，
还是渴慕圣灵全新的浇灌？请分享。
Q3. 你需要做出什么改变，以至你的生命能成为圣灵的居所？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
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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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5:25 如果我们是靠圣灵生活，就当凡事顺从圣灵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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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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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 日-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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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星期三)
报读条件：完成生命栽培课程（LC1, 2 & 3）
2. 守圣餐

下个月，我们将于 7 月 2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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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坚信浸信教会 6 月份的活动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得知有关教会这个月的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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