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7 周（2021 年 4 月 25 日–2021 年 5 月 1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题目：战胜恐惧
内容：轮流分享自己生命中「为了做一件公义的事而被攻击、排挤、伤害或非议」的经验，如
果没有类似经验，便分享「如果不是因为恐惧别人的眼光，我可能在哪一件事情的做法或回应
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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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尽性

赐我自由

主给我平安

Chin Sim Chin Seng

Su Goa Chu Iu

Chu Ho' Goa Peng An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主给我平安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Chu ho' goa peng an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来到我的里面

主给我平安

Lai kau goa e lai bin

Chu ho' goa peng an

来到我的生活

我的耶稣真爱我

Lai kau goa e seng oah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给我平安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Ho' goa peng an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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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因为耶稣真爱我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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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

讲员：钟金明牧师 Ps Cheng Kim Meng

讲道日期：2021 年 4 月 17 日
如何从胆小的懦夫，成为得胜的勇士？
1. 与神同行 – 除去生活中的偶像 Walk with God – Get rid of the idols in life
我们要得胜，就要选择一步一步跟随主的道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进入神给我们的命定。凡
生活中有拦阻与神同行的偶像，我们都要一一除去。
士师记 Judges 6:1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
年。
以色列人又堕落，做了违背神的恶事，所以落入敌人米甸人的手里，受尽折磨。
在士师记里，以色列人不断违背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总共有七次之多。所以神把他们交
在敌人手中，让敌人来管教他们，希望他们能回转归向神。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时，不要埋怨，要审查自己的心，确认自己是否远离了神的道路。神有
时会借着敌人的管教，要让我们回转，走在神的道路上。
士师记 Judges 6:11-12
11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
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12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当神听到以色列人的呼求时，祂就兴起基甸。神看到了基甸的潜能，祂不要基甸向以前一样的
懦弱，所以称他为大能的勇士。
士师记 Judges 6:13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
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
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基甸有很多疑问，问神为什么没有拯救他们。当我们遭遇困难时，也常常会出现埋怨神的情形，
这都是出于对神信心不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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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 Judges 6:16 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凡事亨通，不用害怕。
士师记 Judges 6:25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
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
要与神同行，必须除去生活周遭的偶像。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
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我们想要有圣灵的能力，神的同在，我们就要除去生命中的偶像。就像基甸一样，除去生命中
的偶像，与神同在。
2. 与神同工 – 依靠上帝用的方法 Work with God – Rely on God’s method
神在为我们争战，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的方法，才能得胜。我们要依照神的引导，成为神所使用
的器皿，过得胜的生活。
士师记 Judges 6:33-34
33 那时，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34 耶和华的灵降在基
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
基甸与神同在后，就被圣灵充满，与神同行，决定按神的呼召出战。
士师记 Judges 6:36-37
36 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37 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
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
列人。”
基甸有点害怕，所以就向神求印证，确定是神的指示。当然神印证是要基甸出战。
士师记 Judges 6:39 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
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虽然经过神的印证，基甸还是害怕，所以又再次向神求印证。当然神再次印证了。
我们要与神同行，可以从圣经中明白神的旨意，也求圣灵光照，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
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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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师记 Judges 7:2-3，5-6
2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
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3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
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二万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万。5 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
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
处。”6 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三百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神告诉基甸随他去征战的人太多了，结果耶和华只选出 300 人。基甸虽然害怕，但是耶和华告
诉他：我已经把敌人交在你手中。
士师记 Judges 7:13-14
13 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
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 14 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
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
基甸听到敌人的谈话，确定了神已经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士师记 Judges 7:19-22
19 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
20 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
刀！”21 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22 三
百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利拉的伯哈示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
伯米何拉。
基甸和 300 勇士就勇往直前，为主所使用。神为他们争战，使敌人挫败，得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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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拦阻与神同行的偶像是你必须除掉的？Please share what
idols in your life preventing you from walking with God that you must get rid of?
Q2. 神在为我们争战，与我们同工，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的方法，才能得胜。请分享你曾因为依
靠神的方法而得胜的经历。God is fighting for us and working with us, so we must rely on
God's method to win.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of victory by relying on God'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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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事 Work（15 分钟）：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叫神感动他们出席主日聚会和小组。
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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