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7 周（7 月 3 日–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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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没有你
目的：表达心中重视的东西
时间：15 分钟
材料：纸，笔
内容：组长说：“看看什么是你少不了的？”
1. 假设组员家中现在发生火警，必须尽快抢救家中三样东西，用 30 秒思考，然后写在纸上。
2. 组员逐一分享及解释自己写下的东西，其他组员可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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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选

新的异象 新的方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nX-Z87vJ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HSSuQA3LQo

祢十字架的大能
重价赎回我灵魂
祢恩典使我被拣选
叫我生命果子常存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们神要做新事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坚固我 洁净我 委身做祢门徒
求主差遣我去传扬祢的爱
以爱拥抱城市
建立合一教会

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异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赐我信心宣告
在祢凡事都能
喔主在祢凡事都能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荣耀的主我愿祢来
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
神国度的荣耀彰显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荣耀的主我愿祢来
圣灵引领看见新的异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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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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膏的增长
讲道日期：2022 年 6 月 26 日

讲员：傅伟龙牧师

以弗所书 3:14-19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16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

17

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
18

19

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
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使徒保罗屈膝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求神加添力量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让他们看到神大能
的彰显，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恩膏是领受圣灵所赐的能力，分别出来做神的工作。
哥林多后书 1:21-22
21

22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

心里做凭据。
约翰一书 2:20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恩膏了。这恩膏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增长。
恩膏的增长需要以下三方面的成长：
1. 圣洁的生命
若恩膏是由于神的同在与大能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必须在圣洁的方面开始成长。
希伯来书 12:14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经文告诉我们，非圣洁不能见神，我们需要神的同在帮助我们追求圣洁。
哥林多后书 3:17-18
17

18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当我们仰望、追求耶稣时，就会越来越像耶稣，荣上加荣。
“当那圣洁的神在真正的复兴中降临时，人们将迅速地认罪悔改。属灵觉醒的一大特点是，人

们深刻地意识到神的同在与圣洁。”——亨利·布克比
约翰一书 1:8-9
8

9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不要隐藏罪，而要谦卑地悔改，神必赦免、洁净我们。
2. 与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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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16-19
16

17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
18

19

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使徒保罗要以弗所的信徒们知道神爱他们，要他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与神有亲密的
关系，才能看到恩膏的增长。
加拉太书 5:16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当我们与圣灵同行、亲近上帝，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与神亲近，才能敏锐于圣灵的
感动。
雅各书 4:8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
要清洁你们的心！

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神的同在为我们带来过得胜生活的恩膏。
3. 对外的服侍
恩膏主要的目的是把所有人指引向神，证明神的大能与真实，让人们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
哥林多前书 2:4-5
4

5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

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若我们软弱，世人就看不见神的真实，我们与非信徒就没有分别了。恩膏是为了对外传福音，
使人看见神的大能、相信神。
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当我们对外服侍、去传福音、做见证时，就会看到恩膏的增长。
马可福音 16:17-18,20
17

18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
20

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
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

门徒先去传福音，神迹就必随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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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目前的属灵状况如何？是否有与神亲近？请分享。
Q2. 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是否有为人祷告医治、赶鬼的经历？请分享你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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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追求恩膏的增长需要三方面的成长，缺一不可。你认为哪一方面是你还做不到，需要神
的帮助？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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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的最新消息

从 7 月 2 和 3 日的周末起，我们一部分的聚会将有所调整。
a. 双语聚会

我们将在 7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在触爱中心和新达城开始进行双语聚会。此双语
聚会将取代星期日的英语和华语聚会。只有出席新达城的双语聚会才需要预订门票。
b. G 代儿童聚会

G 代儿童聚会将与触爱中心和新达城的双语聚会同步进行。我们将在同一个周末的 7 月 2 日
星期六晚上 7.30 开始恢复进行在触爱中心的 G 代儿童聚会。触爱中心 3 楼将进行 18 个月至
6 岁的 G 代儿童聚会。触爱中心副堂则进行 7 至 12 岁的 G 代儿童聚会。所有的 G 代儿童聚会
仍需要订票出席。你也可以上教会的网站查看详情。
2.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食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食将从今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进行。我们将与新加坡的众信徒一同
为教会和国家祷告。今年的主题是“活着就是基督”，而我们会研读腓立比书。
你可以上网 www.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2 查阅英语和华语版的祷告指引。从 7 月
1 日起，祷告事项会每天刊载在 40 天 2022 的网站上。
3. “友谊盛开”计划

触爱国际的“友谊盛开”计划需要你的支持！触爱国际正在招募志工，在滨海湾花园的导览
活动中负责接待外籍客工。你可以加入现有的志工团，或者每个月与你的小组组员一起服事
一次。志工必须年满 18 岁，已完成疫苗接种，并且能够以简单的英语沟通。志工也必须承诺
能每两个月至少服事一次。你可以到这个网址 fcbc.org.sg/bof 报名成为志工。
4. 坚信浸信教会 7 月份的活动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各项活动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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