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4 周（8 月 21 日–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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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我的家
请组员分享当你生活在新加坡这个繁荣、进步的国家，有哪一件事是你特別感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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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抬起头的神

爱，我愿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G12IsjTN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rWdZsVQU0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致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惧谁呢
耶和华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华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胜

十字架上的光芒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爱的力量
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隐藏
完全的摆上
愿主爱来浇灌我
在爱中得自由释放

（副歌）
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我们必欢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
在祢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祢是我的主
永远在祢怀抱中
祢是我祢是我的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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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与国家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8 月 14 日

耶利米先知从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到巴比伦之人中幸存的长老、先知和众民。以下是信的内
容：
耶利米书 29:4-7
4 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对所有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5 “你们要建造房

子住下来，要耕种田园，吃田中的出产。6 你们要娶妻生子，也要给你们的儿女娶妻选夫，
使他们生儿育女，你们好在那里人丁兴旺，不致人口减少。 7 你们要为所住的城市谋求福
祉，向耶和华祷告，因为你们的福祉有赖于那城的福祉。”
耶利米书 29:10-14
10

耶和华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期满后，我就要眷顾你们，成就我充满恩典的应

许，把你们带回这地方。11 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
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12 那时，你们必呼求我，向
我祷告，我也必垂听。 13 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只要你们全心寻求我， 14 我必让你们寻
见。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把你们从流放之地招聚起来，使你们回到故土。这是耶和华说
的。

这封书信是写给被流放的以色列人，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一个有趣
的动态。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一方面忠心为国，另一方面对神忠诚。如果我们爱神
和事奉祂，我们也会被呼召去为国家效力。
帮助我们更好地为君王与国家效力的三个教导：
1. 神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我们事奉一位为我们预备地方的神，这包括我们的家庭、工作场所、邻舍、社区，也包括我
们的国家。我们所诞生于的国家往往有超过我们想象的属灵意义，我们所在之地是神刻意安
排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有祂的旨意。
诗篇 13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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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创造了我，使我在母腹中成形。14 我称谢你，因为你创造我的作为是多么奇妙可畏，我

心深深知道。

经文提到神创造我们是非常刻意、小心，而不是随机的，包括我们的家庭和诞生的国家。
耶利米书 21:4-7
4 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对所有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5 “你们要建造房

子住下来，要耕种田园，吃田中的出产。6 你们要娶妻生子，也要给你们的儿女娶妻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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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生儿育女，你们好在那里人丁兴旺，不致人口减少。 7 你们要为所住的城市谋求福
祉，向耶和华祷告，因为你们的福祉有赖于那城的福祉。”

即便神的子民被审判，神的心意仍旧是他们的福祉。神为了祂的子民预备了巴比伦国。
出埃及记 23:20 看啊，我要差遣天使走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带领你平安地到达我为你
预备的地方。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
2. 神召我们去祂所预备的地方

在耶利米书 29 章，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巴比伦，然后把他们带到那里。
耶利米书 29:4 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对所有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
耶利米书 29:14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
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刻意地呼召祂的子民到邪恶的巴比伦。
创世记 2:7-8，15
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8 耶

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15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
园，使他修理看守。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预备了地方，并呼召亚当到所预备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是神所预备的
地方，神呼召我们到这里。
3. 神透过我们在祂预备之地完成祂的旨意

神不是一个随机的神, 祂是非常明确的, 祂要藉着我们完成祂的目的。
耶利米书 29:10-11
10

耶和华说：“你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期满后，我就要眷顾你们，成就我充满恩典的应

许，把你们带回这地方。11 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
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让以色列人流放到巴比伦有什么目的呢？祂藉着这个被掳/流放来宣判祂的子民所犯的
罪。这也带起了之后的复兴，藉着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神的子民重建神的圣殿和耶路撒冷的
围墙。不仅如此，神的心意也是要巴比伦藉着祂的子民得以祝福。
罗马书 8:28 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使那些爱上帝，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呼召
的人得益处。

神把我们安置在这个地方并非偶然，而是有祂的旨意，我们必须委身去爱这个地方。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约翰·肯尼迪
基督徒的呼召就是：我们能为我们的国家、工作场所、学校、家庭、邻舍做些什么？我们就
是所在之处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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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3: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殷切等候从天降临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有一件事在永恒里面不能做，只可以在地上做的，就是成为黑暗里的那道光。我们虽然是天
上的国民，但是我们在世上仍有个扮演的角色，这不仅仅运用在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地方是
神为我们预备的，召我们去的和使用我们来完成祂的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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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呼召, 你是否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请分享。
Q2. 基督徒在世上都是寄居的。请彼此分享神如何使用你成为他人的祝福？
Q3. 你是否满意于你的职场、家庭、或教会？你如何应用“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
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在你服事的领域？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耶利米书 29:11
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
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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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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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除了实体也将进行在线直播。在此澄清，由于此大会只限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参加，因
此在线直播将不公开给大众收看。直播的链接会透过团队牧师发给小组组长。
a. 没有儿童节目

•
•
•
•

我们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保亮牧师和领袖们分享过，我们希望与外部供应商合作，
为儿童提供一些结构性的节目。但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因此我们在触爱中心 3 楼和副堂划出了空间，让家长们可以在大会进行期间照顾孩
子。
我们的 G 代儿童团队将在这些空间提供各种资源供你的孩子使用。然而，这些资源对
9 岁和以下的孩子比较有用。
与此相关的最后一点，10 岁及以上无论是到触爱中心或新达城参加大会的儿童需凭
门票入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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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更改门票

•
•
•

从 8 月 18 日（来临周四）开始，每个团队剩余的门票将向教会的其他会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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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给所有的领袖们最后的提醒，我们将在 8 月 25 日，星期四与主任牧师一起参加大
会。此时段不需要预订门票。我们希望所有的领袖尽量腾出时间出席实体大会，但如果你无
法出席，你的团队牧师会将在线直播的链接发给你。你可以浏览教会的网站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fcbc-conference-2022，查看有关大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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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