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9 周（9 月 25 日–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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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恐惧的三件事
每位组员轮流分享，在你的生活中会让你恐惧或害怕的三件事或物（例如，有人惧怕壁虎或
考试）。祝福大家在主的保守下可以放下生命中的恐惧，因祂已经战胜一切，所以你将不再
独自面对任何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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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沉浸在祢的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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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6cdmwh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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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远处望向家的门口
祢在路的尽头等到着我
蹒跚狼狈的我祢亲吻我
被祢挂念的我不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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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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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接纳我回祢家中
有谁比祢爱我
祢拥抱我在祢怀中
祢永远不放手
我想就这样沉浸在祢的爱中
我想就这样沉浸在祢的爱中
我想就这样沉浸在祢的爱中
我想就这样沉浸在祢的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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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的生命
讲道日期：2022 年 9 月 18 日

讲员：傅伟龙牧师

我们如何活出得胜的生命？继续七个部分讲道系列，“教会的省思”，尽管《启示录》是两
千多年前写成的，七教会也是今天教会的反映。让我们用属灵的耳朵聆听上帝的灵对我们和
教会所说的话，以供我们反思。
启示录 2:8-11
8
“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9 我知道你的
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
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10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
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11 圣灵向
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写给士每拿教会的是一封特殊的信，因为它是七封信中最短的一封，也是两封信中的一封，
主没有说任何不好的话。士每拿教会绝对不是过得很轻松，他们正与两种敌对势力作斗争：
强烈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忠于罗马并支持皇帝崇拜的非犹太人。因此，士每拿的基督
徒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迫害，同时他们也很贫穷。启示录第 10 节中，上帝为他们准备了胜
利者的冠冕。神眼中的得胜与世人眼中的得胜有很大的不同。世人常常认为“胜利”意味着
成功、控制、富有、没有麻烦和苦难或迫害等。但尽管经历了苦难和贫困，神应许士每拿的
教会得胜者的冠冕。我们可以从士每拿教会学习如何过得胜的生活。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
学习如何活出得胜的生活。
1. 不畏逼迫——领受真正的财富
启示录 2:10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在你们中间，几个人下监叫你们试炼，必受患
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的冠冕。
使徒约翰告诉教会，在面对苦难、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时，不要害怕。在上帝的眼中，得胜
的生命是不畏逼迫，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财富。

如果一个亲戚或家人是散布谎言和诽谤我们，我们都会感到更加痛苦。谈到迫害和苦难，在
繁荣的地区，迫害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地方，因为是基
督徒而遭受逼迫是司空见惯的。实际上，基督徒受逼迫是符合圣经的。
约翰福音 15:18-20
18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1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
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20 你们要记念我
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
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在受迫害的教会里，他们与所处的社会是不同的。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社会格格不
入，因此世界憎恨他们，逼迫他们。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受到迫害。也
许我们“属于世界”，我们就像世界一样，我们身为基督徒，与世界没有什么区别。曾经有
人这样说：我寻找教会，在世界里找到。我寻找世界，在教会里找到。如果教会如此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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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此被接纳，如此像世界，难怪我们不会感到任何逼迫。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追求其
他人都在追求的东西。我们要反思，是否妥协于任何的逼迫和压力？
启示录 2:9 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
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士每拿的基督徒被殴打，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被边缘化。他们很穷，像乞丐一样生活在
贫困当中。他们被诽谤、被辱骂、被鄙视、被拒绝。
启示录 2:10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经文告诉我们，士每拿的基督徒失去了人生自由。然而圣经教导他们要不畏惧迫害和苦难，
因为这就是得胜的生活——而不是没有麻烦或富足。

何宝全牧师分享这个世界上有三种基督徒：
1. 好气候的基督徒——他们只有在事情进展顺利时才到教会。
2. 坏气候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会是因为事情不顺利，需要上帝的帮忙。
3. 全天候的基督徒——他们风雨不改，总会出现在教会里面。
启示录 3:17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
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上帝想要给我们真正的财富，而我们人类在乎的是地上的财富。当我们不畏逼迫时，我们就
会像士每拿的基督徒一样获得真正的财富。什么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是长存而不是短
暂的；真正的财富是在属灵的事物当中、在长存的事物中、在于上帝悦纳我们。

“唯有经历过监狱生活的人，才能体会自由的真正意义。”——彭柯丽
2. 忠心到底——领受真正的生命
不畏逼迫只是成功的一半，我们需要忠心到底，才能得着真正的生命。
启示录 2:10-11
10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
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11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
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需要忠心到底，甚至致死忠心。这样我们就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
启示录 20:6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
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所有的信徒和非信徒都会经历肉体上的死亡。所有人都将面临审判，但信徒将复活进入永
生，不信的人将受到永恒的审判。
马太福音 10:28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
的，正要怕他。
不要怕死亡或迫害，对神忠心到底，就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这就说明我们有真正的生命
了。上帝鼓励受迫害的士每拿基督徒，祂要给他们胜利的冠冕。士每拿的最终结果，是上帝
会为他们戴上永生的冠冕。耶稣应许给忠心到底的人是一个生命的冠冕，与祂一同做王，是
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并永远地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坚持到底，教会和基督徒就会得
胜。那些为祂受苦的人，也将与他一同做王。我们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苦难和迫害只是一个
3

季节，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播种和收割之间，是一个等待的季节，也是一个考验的时期。
这个过程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果实还没有出现。这个期间结果是看不见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上帝没有成就。
雅各书 1:12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当我们受到试验时，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无论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要忠心到底。生命中
的繁荣、健康和财富不需要太多的信心，直到我们经历困难、逼迫时，才知道我们是否有真
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必须是能够抵抗危机。
马太福音 5:11-12
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12 应当欢喜快
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会有大大的赏赐。基督徒会在困难和苦难中脱颖而出。所
以即使在死亡，我们也要忠心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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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像世界一样崇拜金钱，追求名利？对你而言，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请分享。
Q2. 你是哪种气候的基督徒？你是否为了避免一些压力和迫害而妥协并变得恐惧？请分享。
Q3. 你如何理解上帝眼中的富足，如何做到无论顺境或逆境，都要依靠恩典保持对主的忠
诚？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启示录 2:10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
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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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Online Zoom)“生命栽培一和二”(LC1&2)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10 月 8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 3.00 – 傍晚 5.00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3 日(星期一)
日期：10 月 29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 3.00 – 傍晚 5.00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24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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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请你们鼓励还未完成经历神营会的组员到链接报名，预备他们去经历神营会。
弟兄生命栽培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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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4 日

晚上 7.30 – 10.00

2 第二和第三节

2022 年 10 月 15 日

早上 8.30 – 傍晚 6.00

3 第四节*

2022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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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0 日截止，以较早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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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

晚上 7.30 – 10.00

2 第二和第三节

2022 年 11 月 5 日

早上 8.30 – 傍晚 6.00

3 第四节*

2022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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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截止，以较早者为准。
2. FCBC 大会

FCBC 大会 2022 的节目现已上载到网上，网址是 fcbc.org.sg/zh/fcbcconf，你可以上网观
看！
3. 守圣餐

我们将于 10 月 1 和 2 日在所有的聚会中守圣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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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DINARY 奇特派对

G 代儿童将举行一场 ODDINARY 奇特派对，以欢庆今年的儿童节。此派对旨在教导孩子们每
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爱戴和接受我们周围的人。派对将于 10 月 8 和
9 日，在例常的 G 代儿童聚会时间举行，适合 7 至 12 岁的儿童参加。我们会为 18 个月至 6
岁的儿童准备不同的节目，并且与派对同步进行。请关注 G 代儿童的面簿和
Instagram(@gkidzfcbc)，以获取最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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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跨越成见，退去标签”节

触爱社会服务协办的“跨越成见，退去标签”节将于 10 月 7 日，在滨海湾花园举行。我们
鼓励你报名成为这项活动的志愿者，参与以下岗位：
a) 招待人员
b) 迎接人员
c) 工作坊接待员
d) 嘉年华摊位助理
e) 家庭竞赛协调员
此活动是一项全国性的运动，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同时了解患者所受到的歧视
和耻辱。志愿者必须年满 17 岁，并且已完成疫苗接种。你可以上网：
tinyurl.com/btlvol2022 报名，或电邮至 volunteers@touch.org.sg 询问详情。
6. 坚信浸信教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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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