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4 周（2022 年 6 月 12 日–2022 年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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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时刻，美梦成真
目的：忙碌的生活中， 也要分别出时间，珍惜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
内容：学校假期将近，你参加联合早报的幸运抽奖，结果幸运地获得马尔代夫四天三夜的
五星级旅行配套。这个配套只限两人，你可以把这个机会送给亲朋好友，或者你可以带一
个人同去， 你会怎么做，是送人， 还是自己和家人朋友去。如果是后者，你会带谁去，
为什么是他/她？你对这趟旅程有什么期待和展望 （比如期待关系的改善，亲子关系更亲
密，等等）。彼此分享， 当每个人都分享完了，接着两个人一组的彼此为对方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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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主耶稣

Goa E Siong-Te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Chu Ia-So'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主耶稣, 主耶稣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Chu Ia-so', Chu Ia-so'

我要尊崇祢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用我口敬拜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哦我主, 当敬拜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我要尊崇祢

万民都来赞美祂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Goa beh chun chong Li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我要永永远远

祂是我的帮助

*因祢爱, 救赎我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I si goa e pang cho'

In Li ai, kiu siok goa

称颂祢的名

祂是我的力量

脱罪恶入光明

Chheng siong Li e mia

I si goa e lat liong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我要永永远远

倚靠祂的人必永不失落

主耶稣, 主耶稣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Oa kho I e lang pit eng boe sit loh

Chu Ia-so', Chu Ia-so'

称颂祢的名

来赞美耶和华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Chheng siong Li e mia

Lai o lo Ia-ho-hoa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来尊崇祂圣名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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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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触摸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6 月 4 日
约翰福音 John 7:37-39
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 信我
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
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我们要扪心自问在我们教会、在小组、在我们的工作地方、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否有让圣灵在我们当中百分百拥有祂所应有的位置？我们要经历更多圣灵的彰显和触摸。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5:13-14
13 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
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14 甚
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当圣灵彰显时，神的荣耀充满整个会所，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祂的同在。我们不仅仅
是进行我们例常的敬拜、证道，就像旧约一样，我们会深深地进入圣灵的同在中，被祂触摸。
我们要如何更多经历圣灵的触摸？以触摸的英文翻译 - T.O.U.C.H 来分享五个关键:
1. 渴慕 Thirst
约翰福音 John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
里来喝！
人渴了就会要喝！同样的，我们对圣灵的彰显应该也存有渴了需要喝水这样的渴慕。
诗篇 Psalm 42:1-2
1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2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非常渴慕神。
诗篇 Psalm 63: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
大卫是多么渴慕神的同在，神的触摸，我们有这样的渴慕神吗？当我们带着一种对圣灵心存
极大的渴慕，朝思暮想的心态，热切的恳求圣灵的彰显，圣灵必然在我们当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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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顺服 Obedience
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纪律。耶稣本身也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降世为人，被钉在十字
架上。同样的，我们对神的顺服能直接影响圣灵到底要不要触摸我们。若我们不顺服神，我
们的不顺服将阻挡我们，使我们无法经历圣灵的触摸。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9-20
19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20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先知的讲论，在当时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现在的圣经，我们应当顺服，遵守神的命令。
使徒行传 Acts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成为神的见证人。见证人的责任是说出所看见
的，所听见的，和所经历的。我们有为主作见证，有传福音，有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教会吗？
你可以读很多关于圣灵工作的书籍来经历祂的触摸，但没有比全心全意的顺服还来得更快更
真实……最微不足道的顺服也会将天敞开…… —— 奥斯沃德·章伯斯
如果我们不顺服和不做神吩咐我们的事，祂可能就再也不会对我们说话或使用我们了。 ——
邝健雄使徒
3. 理解 Understanding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2:14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
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我们都要理解，要明白神的心意，神国的真理，神国的运作。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2:9-13
9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10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1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12 我
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13 并
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
释属灵的事。
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这个特权，能明白理解祂心意的特权，藉着圣灵让我们学习，
理解，在神的国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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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正与我们沟通，祂邀请我们更认识祂，在属灵层面与祂同工。我们不单是旁观者。与神的
经历不是只给一些人，而是给每一个人。神在寻找那些愿意聆听，以及祂可以相信的人。神
看我们的内心，并彰显给那些爱祂的人。—— 比尔·强生
4. 建立 Cultivation
经历圣灵的触摸，是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应该常有的。它不应该是一次性的，或是久久一
次的经历。圣灵是有位格的，因此我们必须和圣灵培养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些是需要
时间的。
圣经教导我们要与圣灵建立亲密的关系：
• 顺着圣灵而行

（加拉太书 5:16）

• 被圣灵引导而行

（罗马书 8:14）

• 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 5:18）

• 在圣灵里祷告

（犹大书 20）

• 靠圣灵行事

（加拉太书 5:25）

• 在圣灵里有盼望

（罗马书 15:13）

如果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和教会得着圣灵的触摸，我们就必须付出时间去与圣灵建立关系，
了解圣灵的心意，遵行圣灵的诫命。
5. 圣洁 Holiness
希伯来书 Hebrews 12:14 …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马太福音 Matthew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圣灵要我们知道的是圣洁的重要性，并且知道没有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没有圣灵的触摸，我
们是无法成为圣洁的！但如果我们一心追求圣洁，呼求圣灵的触摸，圣灵在我们内心改变我
们。圣灵必然会触摸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圣灵光照下看见罪的可怕和
刑罚，向神认罪求神赦免。
诗篇 Psalm 139:23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接受圣灵对我们心思意念的鉴察，使我们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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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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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你的灵命是否已经枯干了，属世的东西是否已经占据了神在你心中的位置？神再也不是
你生命的中心？请分享你必须做什么以至于圣灵能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Has your spiritual
life dried up and the worldly things have taken God's place in your heart? God is no
longer the center of your life? Please share what should you do so that the Holy Spirit
can manifest in your life.
Q2. 要经历圣灵的触摸有五个关键：渴慕、顺服、理解、建立、圣洁。哪一个关键是你需要
改进以便你能够经历及看到更多圣灵的彰显和触摸？请分享。
There are five keys to experiencing the touch of the Holy Spirit: Thirst, Obedience,
Understanding, Cultivation, Holiness. Which one you need to improve so that you can
experience and see more manifestations and touches of the Holy Spirit?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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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领袖会议
•

我们将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召开领袖会议。

•

这是一个在触爱中心进行的实体会议。

•

会议将在晚上 8.00 开始，备有华语翻译。

•

我们鼓励所有领袖出席实体会议，因为这是自 2020 年以来的首个实体领袖会议。

•

如果你无法亲自出席实体会议，会议仍然会在网上进行直播。届时，团队牧师会
把会议的链接发送给你。

• 教会周祷会
•

来临星期三的教会周祷会将分组进行。小组可以进行各自的祷告会。

•

我们准备了一份祷告指南，在你进行祷告时为你提供帮助。可以在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中找到。

•

我们会在 6 月 22 日 (星期三) 恢复周祷会的线上直播。当天的祷告会将以英语进
行。

•

你可以照常从晚上 7.45 开始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com/fcbcsg)收看
周祷会的直播。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 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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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浸信教会 6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得知有关教会这个月的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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