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5 周（8 月 28 日–9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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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如何感恩？
在抗疫的漫长 3 年里，大家一定有许多的苦闷与难处，实在很难说出感恩的事项。可是神要
我们凡事谢恩，请组员分享你在疫情里 1 件你要感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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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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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8NwJKwVIs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
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
耶和华已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地大声欢呼
（2x）

愿我 我的祷告
如香陈列在祢面前
没有黑暗势力
可以摇动我的信心
愿我 我的敬拜
到祢面前蒙祢悦纳
天使天军屈膝
俯伏敬拜在祢宝座前

耶和华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子民行走全地
报好消息宣告祢的名
高举得胜的旌旗
我们称谢祢
祢是我神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
愿祢充满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地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地
在这地
愿我的祷告如香
（6x）
献在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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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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8 月 21 日
马太福音 25: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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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就像一个人即将远行，他召来自己的奴仆，把产业托付给他们， 按各人的才干分
16

别交给一个人五千银币，一个人两千银币，一个人一千银币，然后便离开了。 得到五千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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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立刻去做买卖，结果赚了五千； 得到两千银币的也赚了两千； 可是得到一千银币的
19

却挖了一个洞，把主人的钱藏在地里。 过了很久，这些奴仆的主人回来了，要跟他们结
20

帐。 得到五千银币的奴仆带来了另外的五千，说，‘主人，你交给我五千银币，请看，我
21

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做得好！你真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奴仆。既然你在小事上忠
22

心，我要把更大的事交给你。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快乐吧！’ “得到两千银币的奴仆也上前
23

说，‘主人，你交给我两千银币，请看，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做得好！你真是
个又良善又忠心的奴仆，既然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大的事交给你。进来分享你主人的
24

快乐吧！’ “得到一千银币的奴仆也上前说，‘主人，我知道你为人苛刻，没有播种的地
25

方也要收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获。 我很害怕，就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请看，这是
26

你的钱。’ “主人说，‘你这又可恶又懒惰的奴仆！既然你知道我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要收
27

割，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获， 就应该把钱存入钱庄，等我回来时，可以连本带利还给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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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主人接着说，‘收回他的一千银币，赏给那个有一万银币的奴仆。 因为凡有
30

的，还要给他更多，使他丰富有余；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也要夺去。 把这没用的奴仆
扔进外边的黑暗里，他必在那里哀哭切齿。’

这段经文所讲的是忠心。忠心是：可信、可靠和信守诺言的特质。
我们要成为神忠心的管家，祂可以将国度的事工交托给我们，甚至还被祂所夸奖“做得好！
你真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奴仆。”

“神的呼召不是要我功成名就，而是要我忠心不二。”——特蕾莎修女
马太福音 25:14 天国就像一个人即将远行，他召来自己的奴仆，把产业托付给他们，

主在寻找值得托付的忠心仆人 — 经文提到第一和第二个仆人。若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度扩
张，我们的生命有果子，我们必须要忠心。

“灵命的成长是以忠心顺服神来衡量的。”——倪柝声
忠心的表现必须是：
1. 无条件的

我们对神的忠心必须是无附带条件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会有很多阻碍在挑战我们的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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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25:15 按各人的才干分别交给一个人五千银币，一个人两千银币，一个人一千银
币，然后便离开了。

主人按着个人才干托付责任，第三个仆人获得较少的银币是因为他缺乏才干。可能他也没经
验、技术和才能，所以他感到害怕。
马太福音 25:25 我很害怕，就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请看，这是你的钱。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处境或不方便时，就是在考验我们忠心的程度。若环境不顺时，我们就变
得不忠心，这是有附带条件的忠心。但附带条件的忠心并不是忠心，不是方便时才忠心，遇
到阻碍时就不忠心。神要我们无条件的忠心与他同行，而不是有条件的忠心。这和婚姻是一
样的：一个对其配偶表现出 90%忠心的人根本就是不忠。没有所谓“兼职忠心”这回事。无
论如何，有条件与否，我们必须学习对神忠心。忠心的表现远比有利的条件来得重要。
2. 持续性的

忠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马太福音 25:19 过了很久，这些奴仆的主人回来了，要跟他们结帐。
马太福音 25:27 就应该把钱存入钱庄，等我回来时，可以连本带利还给我。

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三个仆人的忠心程度是透过一段时间来测验的，而且是持续性的。我们
每人最终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交账，我们时刻都要忠心，见神时为祂所称赞。
马太福音 25:21/23
21/23

“主人说，‘做得好！你真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奴仆。既然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更

大（更多）的事交给你。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快乐吧！’

经文提到“既然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大（更多）的事交给你”，表示有更多的事要
做，有更多的功课要学习。

“忠心的仆人从不退休。你可以从职业生涯中退休，但你永远不会停止事奉神。”——华理
克
耶利米哀歌 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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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致灭绝，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

实极其广大！

神的慈爱和怜悯都是持续性、永不灭绝的。

“纵使神的儿女对祂不忠，神依然是信实的。”——陆可铎
信实（忠心）是神的重要属性，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我们要学习神的信实，无条件和持续
性的忠心在主的事工上，努力讨神喜悦。有一天我们见主面时，被神夸奖为良善又忠心的仆
人。有时我们会跌倒不忠心，但神不会放弃我们。只要我们回到信实的神面前，祂是我们随
时的帮助。不配的我们，却有一位又信实又爱我们的主，实在是我们的大福气。
小组讨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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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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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神忠心不难，但 100%持续的忠心却很难，以致我们常有失败感。请分享一个你如何靠
主得胜的个人见证。
Q2. 若你的家庭、事业和事奉有冲突时，导致你很挣扎，甚至怀疑自己对神是否忠心。请分
享你如何处理这个挣扎。
Q3. 你是否觉得自己没有恩赐，所以不能很好的事奉主？以至于有这样的想法：事奉是别人
的事轮不到我。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耶利米哀歌 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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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致灭绝，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

实极其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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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周祷会

从 9 月份开始，我们的教会周祷会将稍微有些更动。从 9 月 7 日起，每月首个星期三的教会
周祷会将在触爱中心现场进行。实体周祷会只开放给完成疫苗接种者出席。无需订票。此祷
告会以双语进行，并且会在晚上 8.00 开始。其他星期的周祷会将继续在我们的 Youtube 频
道上进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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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守圣餐

下个月，我们将在 9 月 3 和 4 日的所有聚会中守圣餐。如果你来参加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
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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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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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