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0 周（7 月 24 日–7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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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心愿
若有人告诉你，你只剩三天的生命，请想想你会在这三天里做些什么事呢？你是否会马上想
到要传福音给某某人或你的新朋友呢？或许想要打开心扉给主耶稣？还是想要买很多东西或
吃很多东西？请大家轮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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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祢都看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U0aBuY_L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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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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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的父
呼召祢儿女跟随
神迹如此靠近
渴望我们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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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
祢是信实
从未离开我身边
天父 我信靠祢
祢是良善
吸引我到祢面前
天父 我敬拜祢

（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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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

一次又一次的跌落
没有一次不被祢所拯救
祢看顾我
落下的每一滴眼泪
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
我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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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7 月 17 日
加拉太书 5:16-25
16

因此，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样就不会放纵罪恶本性的私欲。17 因为人

罪恶本性的私欲与圣灵作对，圣灵也与罪恶本性的私欲作对，两者势不两立，使你们不能做
自己想做的事。18 但你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19 顺从罪恶本性而行
的事显而易见，如淫乱、污秽、邪荡、20 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吵、忌恨、恼怒、纷争、
冲突、分裂、21 嫉妒、凶杀、醉酒和荒宴无度等。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再一次警告你们：
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22 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没有律法会禁止这些事。24 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把罪恶的本性
和本性里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25 如果我们是靠圣灵生活，就当凡事顺从圣灵的引
导。

当圣灵充满我们时，我们的生命将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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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基督徒，我们通过圣灵的力量证明上帝的真实。我们被呼召作神的见证人。见证人是一
个提供证据以证明某件事是真实的人。我们需要经历什么才能成为神有效的见证人？
1. 个人生命的转化
加拉太书 5:16-17
16

因此，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这样就不会放纵罪恶本性的私欲。17 因为人

罪恶本性的私欲与圣灵作对，圣灵也与罪恶本性的私欲作对，两者势不两立，使你们不能做
自己想做的事。

圣灵与罪恶本性的私欲是对立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若我们行事为人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有
转化，就不会放纵罪恶本性的私欲。
加拉太书 5:19-21
19

顺从罪恶本性而行的事显而易见，如淫乱、污秽、邪荡、20 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吵、

忌恨、恼怒、纷争、冲突、分裂、21 嫉妒、凶杀、醉酒和荒宴无度等。我从前警告过你们，
现在再一次警告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顺着罪恶的本性产生的是这些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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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5:22-23
22

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没有

律法会禁止这些事。

圣灵所转换的生命所结的果子是如此的美好！
使徒行传 9:1-2
1

扫罗继续用凶狠的话恐吓主的门徒。他去见大祭司，2 要取得授权书到大马士革的各会堂搜

捕信耶稣的人，无论男女，都要把他们押（视为犯人）回耶路撒冷。

这是扫罗未被圣灵浇溉时的行事为人。
使徒行传 9:20-22
20

便到各会堂去宣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21 听的人都大吃一惊，说：“他不就是那在耶路

撒冷迫害信徒的人吗？他到这里来不是要把大马士革的信徒押去见祭司长吗？”22 但扫罗越
发有能力，引经据典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惊慌失措。

会堂里的人吃惊是因为扫罗已经被转化了，和他们原本认识的那位完全不一样，这对世界来
说是何等的宝贵。若我们要成为神有效的见证人，我们必须能够展示我们各人生命的转化。
我们不仅仅是用神的恩赐去服侍别人，也不只是看到别人被转变，我们自己也要被神转变。
2. 持续不断的转变
加拉太书 5:25 我们既然藉着圣灵而活，就让我们靠着圣灵行走。

经文提到靠着圣灵行走，是持续性的。转化不是一次性, 而是持续不断地被改变。
加拉太书 5:19-21
19

顺从罪恶本性而行的事显而易见，如淫乱、污秽、邪荡、20 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吵、

忌恨、恼怒、纷争、冲突、分裂、21 嫉妒、凶杀、醉酒和荒宴无度等。…

虽然我们曾被圣灵充满，这些思想和肉体的问题还是会重复出现在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里，
常常挣扎于圣灵与肉体的情欲之间，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转变。
路加福音 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要不断的处死我们肉体的情欲，进行着转变。
罗马书 7:14，18-20
14

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却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做奴隶了。18 我也知道，在我的罪恶

本性里面毫无良善，我有行善的心愿，却没有行善的力量。19 我想行善，却不能行；我不想
作恶，反倒去作。20 如果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做，这就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
的罪做的。

经文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的不是靠律法, 而是要专注跟随我们的神, 让圣
灵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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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 1:15-16
15

有句话千真万确、完全可信，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

魁，16 但我依然蒙了怜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彰显祂无限的忍耐，使我做那
些要信靠祂并得到永生之人的榜样。

因为神有耐心，利用时间来使我们得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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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随圣灵的脚步，若脱了节，就需要调整步伐，让生命持续不断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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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在加拉太书 5:16-25 的经文里，学到了什么关于个人生命转化的功课？
Q2. 若你的个人生命没有被圣灵转化而去传福音，你将面对怎样的反应？你能有效的为主作
见证吗？请分享。
Q3.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希望圣灵转化的？你要如何与圣灵合作以致带来这个转变。
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加拉太书 5:22-23
22

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没有

律法会禁止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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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大能之日

再多两个星期左右，就是“祂大能之日”。今年会以实体的方式在 6 个不同地区的地点举行。
鼓励大家出席的地点是靠近你平时小组进行的地方，又或是靠近你所居住的地方。华语的聚
会将在 8 月 7 日晚上 7.00 进行，英语的聚会则在 8 月 8 日晚上 8.00 进行。请浏览教会的网
站查看更多详情。
2. FCBC 大会

我们今年不会举办 G12 亚洲大会。然而，我们即将举办另一个大会！这个大会不是 G12 亚洲
大会。这将是专属我们自己的 FCBC 大会！这也是坚信家庭齐聚一堂，一起聆听关于教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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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所以不要错过！现在就把日期记下来——大会将于 8 月 25 至 28 日在触爱中心举行。
节目将在以下时段举行：
o 8 月 25 日，星期四：傍晚（只限领袖参加）
o 8 月 26 日，星期五：傍晚
o 8 月 27 日，星期六：全天
o 8 月 28 日，星期日：早上至下午
这个大会将以双语进行，并只限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参加。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公布有关票务
等更多的详情。
3.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食

爱新加坡 40 天禁食祷告已经开始，将从今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进行。我们会根据今年的主
题“活着就是基督”一同研读腓立比书与祷告。英语和华语的祷告事项已刊载在 40 天 2022
的网站上 www.lovesingapore.org.sg/40day/mandari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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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