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3 周（8 月 14 日–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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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描述心情
请组员分享一种颜色最能描述你的本周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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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摇的信心

圣灵请祢来充满我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9OdfU5I9y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r0nJkHU-g

主赐给我 不动摇的信心
海浪之中 祢伸出大手拉住我
求除去我 心中所有的怀疑
旷野之中 紧紧跟随 云柱火柱

圣灵请祢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祢恩膏 充满我灵
圣灵啊我好爱祢
我的灵让祢牵引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祢

（副歌）
海浪之中 我必不沉落
旷野之中 我必不迷路
不退缩也不害怕 不动摇也不放弃
因我深信祢应许不改变

（副歌）
我要追求祢主
我将生命献给祢
牵引我更亲近祢
祢大能更新我灵
无人能与祢相比
主我仰望祢的荣面
我敬拜祢
在灵与真理里

困难之中 我仍然赞美
疑惑之中 我仍然祷告
行在水面的信心 刚强壮胆的前进
我的神必在面前 为我争战
我的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相信 就必得着
我的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就必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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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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有你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8 月 7 日
腓立比书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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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逢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4 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喜乐。5 因

为你们从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和我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6 我深信，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开
始了这美好的工作，祂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成这工作。7 我对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感受
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常把你们放在心上。不论我是身在狱中，还是为福音辩护和作证的时
候，你们都与我同蒙恩典。8 上帝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慈爱之心想念你们。9
我所祈求的就是：你们的爱心随着属灵知识的增加和辨别力的提高而日益增长，10 使你们知
道怎样择善而从，做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11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
果子，使上帝得到荣耀与颂赞。

使徒保罗书信的开始是充满喜乐和感恩。他为着人的生命感恩，感恩有信徒，感恩有教会。
主任牧师为着你们而感恩，因为：
1. 你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

我们都是这属灵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也不是因为住址，我们因着上帝的
灵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属灵的家庭。
创世记 2:18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自一人不好……

群体是上帝的概念，上帝呼召我们要在群体当中，就像夏娃被创造和亚当成为第一个群体。
群体不单单是一的概念，也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群体。 祂是圣父，圣
子，圣灵为一体的上帝。当我们要活出虔诚的生命时，就要越来越有上帝的本质/本性。就
像我们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良善，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既然上帝的本质是群
体的，那么虔诚的意思也代表我们要活在群体当中。使徒保罗的书信让我们看见信徒本该活
在群体当中的。
腓立比书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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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逢想起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4 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喜乐。5 因

为你们从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和我同心合意地（即伙伴关系）传扬福音。7 我对你们众人有
这样的感受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常把你们放在心上。不论我是身在狱中，还是为福音辩护和
作证的时候，你们都与我同蒙恩典。

使徒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是充满着亲切感。他写信的对象不是陌生人，乃是他选择去关的爱
人，是他属灵的家人。我们是这属灵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要问自己对这属灵家庭有多委身？
我们也要学习使徒保罗的榜样，有同样的灵。每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教会、小组、组长、牧
师、组员，我们是充满喜乐的，我们的心是转向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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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1:4 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喜乐。

使徒保罗常常把他的属灵家庭放在他的思想和心里，即便他不在他们当中。
2. 你的旅程有我们的陪伴

我们都是这旅程的一份子。我们属灵旅程不是短暂的过程，而是一个长远的旅程，是需要时
间和过程。
腓立比书 1:6 我深信，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祂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
候完成这工作。

这里指的是救恩的工作。我们的确领受到救恩，可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不完美的世界，所以上
帝看这救恩的过程是长远的，不是一天两天的旅程。上帝要在永恒中与我们一起渡过这旅
程，一直成全、鼓励着我们。在这旅程中也有我们的属灵家庭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要常常
充满着喜乐，因为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旅程的一份子。我们一起面对挣扎，一起感受彼此的
痛。当我们听见他人得胜了，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分享得胜的喜乐。
腓立比书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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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祈求的就是：你们的爱心随着属灵知识的增加和辨别力的提高而日益增长，10 使你们

知道怎样择善而从，做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11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
的果子，使上帝得到荣耀与颂赞。

使徒保罗在结束书信的开头告诉了我们，他对这些人是有梦想和期盼的。他祷告他们能够在
爱中成长，可以结出仁义的果子。有时候我们只为负面的问题祷告，然而我们要学习使徒保
罗以喜乐的心来为人祷告，相信这个人不会这么糟糕，藉着上帝，这个人是可以改变的。我
们有困难的问题要处理，也看到大大小小的得胜，无论大或小的胜利，我们都要庆贺。这就
是家庭美丽的地方。我们要感恩，我们都是彼此旅程的一份子。我们是一家人，一起在爱中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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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觉得很难将教会视为你的属灵家庭？是什么阻碍了你？请分享。
Q2. 你多久向周围的人表达爱？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言语上，你今天可以做些什么新的
或不同的事情来表达你对他们的爱？请分享。
Q3. 在这灵命成长的旅程中有我们的属灵家庭与我们同行，你将如何成为这旅程中的帮助，
与属灵的家人一起成长？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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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1:6 我深信，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祂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
候完成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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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

晚上 7.30 – 10.00

2 第二和第三节

2022 年 9 月 10 日

早上 8.30 – 傍晚 6.00

3 第四节*

2022 年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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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5 日截止，以较早者为准。
2. FCBC 大会
a. 例常聚会

•

这里有一些和 FCBC 大会有关的重要信息要向大家报告。

•
•
•

大会举行的周末不会进行例常的英语、双语和青少年聚会。
大会仍旧会在例常的聚会时间进行。
所以，如果你到现场参加这些时段的节目，就必须上网订票。

b. 没有儿童节目

•
•

大会进行期间没有供儿童参与的节目。
我们会在触爱中心 3 楼和副堂提供手工艺材料和其他资源让孩子们使用，以打发时
间。

c. 观看派对

•
•
•
•
•
•

能够以一个群体一起参加大会，感觉会更好！
因此，即使你在家里观看大会的线上直播，也不要独自一人观看。
只要有至少两人一起观看大会，那就是一个观看派对。
如果你计划在家里进行观看派对，我们需要你做一件事。
你可以上教会的网站 fcbc.org.sg/registermywatchparty，登记你的观看派对！
就如领袖会议一样，你的团队牧师会把大会直播的链接发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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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更改门票

•
•
•

大会的所有节目仍然还有门票供预订！
为了确保想要出席实体大会的会友都有机会获得门票，如果你已预订门票但无法亲临
现场参加大会，请将门票退还给我们。
若要退还门票，请电邮至 ticketing@fcbc.org.sg。

3. 坚信浸信教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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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