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0 周（5 月 15 日–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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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胃王
目的：营造融洽气氛
1. 带领者安排组员轮流说的次序，然后开始说：“昨天我吃了 1 碗饭”，第 2 位接下去：“昨
天我吃了 1 碗饭、2 个蛋”，第 3 位：“昨天我吃了 1 碗饭、2 个蛋、3 块牛肉”，以此类推。
2. 最后会是：“昨天我吃了 1 碗饭、2 个蛋、3 块牛肉、4 只鸡脚、5 片饼干、6 粒花生、7
根甘蔗、8 个橘子、9 个苹果、10…”
3. 接不下去的组员要退出，剩下最后一位是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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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选

我们献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nX-Z87vJ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6roW3Ad8U

祢十字架的大能
重价赎回我灵魂
祢恩典使我被拣选
叫我生命果子常存

在祢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
荣耀 永远属于祢
万国万口万邦穿着洁白衣裳
我们前来 向主歌唱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坚固我 洁净我 委身做祢门徒
求主差遣我去传扬祢的爱
以爱拥抱城市
建立合一教会
赐我信心宣告
在祢凡事都能

我们献上全心的赞美
归于至高全能大君王
我们的声音 述说祢的荣耀
祢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們献上生命的敬拜
渴慕能夠更多亲近祢
蒙恩的兒女 歌颂祢的美好

喔主在祢凡事都能

欢迎祢的国度 降临这土地
在祢的同在裡
我們扬声敬拜
爱慕 颂赞不停息
昔在今在永在 万世尊崇爱载
为要诉说 祢的爱
(Bridge)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都归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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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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人生交接处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5 月 8 日
传道书 3:1,11-14
1
1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
12

13

能参透。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
14

也是神的恩赐。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
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这段经文描述了所罗门王对季节、对改变的看法。在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来到一个
交接之处的地方，也就是在前者和后者的中间。我们并不是在以前的那个位置，还未到达即
将要到的那个位置，就是一个过度的期间。生命里面有很多过度期，很多交接之处还未到达。
有时候我们就困在这交接处，觉得人生不到岸，但我们必须前行、经历这一切。有句名言这
么说：“变化不是愉快的，但变化是不断的。只有当我们改变和成长，我们才会看到一个不
可能认知的世界。”当我们困在人生交接处时，帮助我们成长的 2 个真理：
1. 跟随神 - 祂始终如一

人生的变化很大，如果我们跟随这个世界、跟随这世界的潮流，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不稳定，
因为世界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要进入一个安稳的阶段，就必须跟随一个始终如一的神，因
为祂是信实不变的。
传道书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
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所罗门在这节经文提到两件事：第一，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永恒的，都是持之以恒的；第二，
神不变的本质。神所做的无所增添，无所減少，因祂有大能，是信实不变的。
希伯来书 13:8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

我们要牢记，祂是唯一使我们扎根不变的神。
希伯来书 6:16-19
16

17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
18

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
19

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
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

这段经文提到神给以色列子民的应许。当神赐一个应许的时候，是坚定、不更改的，祂甚至
起誓为证。因此我们就有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因为这指望是摆在永不动摇
的神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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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靠神 - 祂执政掌权

当我们困在交接处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信靠神。因为祂执政掌权，祂比我们经历的更有能力、
更伟大。
传道书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这所指定的时间和日期，都是由神指定的。
传道书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
作为，人不能参透。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万物的，祂是掌权的，祂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这里告诉我
们神从使至终的作为，祂是开始，也是结束。
启示录 1:8 主上帝说：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我是昔在、今
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

神是首先，也是末后的，祂用时间来描述自己。祂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祂並
不是因时间而造成的杰作，而是创造时间的主。祂比时间的概念更为伟大。
传道书 3:14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
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祂是掌权的神，祂所做的都是永存的。祂这样行，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
畏的心。要敬畏神，是要我们去理解、了解神有多伟大。当我们知道神有多伟大时，我们就
会敬畏和尊荣祂。
马可福音 6:45-46
45

46

随后，耶稣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渡到湖对岸的伯赛大，祂则遣散众人。 祂辞别了众人后，

就上山去祷告。
马可福音 6:47-52
47

48

到了晚上，门徒的船在湖中心，耶稣独自留在岸上。 大约凌晨三点钟，祂看见门徒在逆风
49

中摇橹，非常吃力，就从水面上朝门徒走去，想要从他们旁边经过。 门徒看见有人在湖面
50

上走，以为是幽灵，吓得惊叫起来。 全船的人看见祂，都吓坏了，耶稣立刻对他们说：
“放
51

52

心吧，是我，不要怕！
” 耶稣上了船，来到他们那里，风便停了。门徒心里十分惊奇， 因
为他们仍然不明白耶稣分饼那件事的意义，心里还是愚顽。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门徒处于交接处的地方。他们在渡到对岸的途中，逆风而行，非常的吃
力。耶稣上了船，风便停了，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执政掌权的。当我们在生命中的交接处，迎
面看到有逆风而来，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信靠神，知道祂是执政掌权的。
传道书 3:11-12
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
12

能参透。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所罗门说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当一切事情逆着我们而行的时候，要怎么找到喜乐呢？当我
完完全全的信靠神、知道祂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喜乐了。今天你是否困在交接之处呢？你生
3

命里面是否面对一个重大转变呢？或许透过这个过度的期间，你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不要尝试去靠自己的能力，以其去信靠神，因为祂执政掌权。
传道书 12:13 以上所说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敬畏上帝，遵守祂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

敬畏上帝，就是要学习信靠祂，要遵守祂的诫命，就是要跟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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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面临生命中的风暴时，你是尝试靠自己的能力、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还是紧紧
跟随神呢？请分享。
Q2. 你是否有困在人生的交接处的经历？请分享你如何突破那个交接处，抵达目的地。
Q3. 传道书 12:13 以上所说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敬畏上帝，遵守祂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
你认为什么是人的本分，怎么做才是尽了人的本分？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
祷告。
背诵经文：
传道书 3:11-12
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
12

能参透。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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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

晚上 7.30 – 10.00

2 第二和第三节

2022 年 6 月 4 日

早上 8.30 – 傍晚 6.00

3 第四节*

2022 年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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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 日截止，以较早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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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聚会的巴士服务

从 5 月 21 日（星期六）起，我们将恢复福建实体聚会的巴士服务。此巴士服务是为了方便让
我们教会的年长会友和他们的朋友到教会来出席福建聚会。记得在指定的时间之前到巴士接
送点等候，因为巴士会准时离开。请上网 fcbc.org.sg/zh/hokkienbus 查看各巴士路线及接
送点。
3. 坚信浸信教会 5 月份的活动

温馨提醒，我们教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5 月 18 日（星期三），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举行。
我们只允许已上网登记的会员出席会员大会。请浏览教会的网站，查看我们教会在 5 月份的
其他活动。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