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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But my God shall supply all your need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in glory by Christ Jesus. Now
unto God and our Father b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Philippians 4:19-20)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
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腓立比 4:19-20)
1.0

欢迎与问安
我们非常高兴于上周六与大家见面。我们有丰盛的晚餐，也有心灵的食物；我们
有开心的联谊，也有认真的学习；我们有圣经的真理，也有生活的体验； 我们面
对外界的挑战，却有内在的平安！ 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群体，因为有爱心和真诚
在我们当中！仅代表 CF（中华团契 ），Jimmy 和 Michelle 要欢迎你们每一位，
我们也要欢迎所有的来宾和新朋友，并且拥抱你们进入这个大家庭。请到我们中
华团契网站，欣赏我们的活动照片： www.chinesefellowship.net。

2.0

上一次的聚会（2015 年 2 月 7 日）

2.1

仁爱组: 重整价值观之旅（三）
经文：彼得前书（一）：13-21
在了解我们救恩的福分之后，彼得给于我们四个指示，我们也探讨了‘两个半’
指示：
1）专心盼望
a) 一个专心，完全的盼望让我们不陶醉于属世的诱惑，积财宝在天
b) 一个专心，完全的盼望让我们可以专心侍奉神而不担忧我们‘日用的饮食’
2）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a)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教导我们
1) 以神的标准为我们的道德指南而不是随后现代主意的说法，没有明确
的对错
2) 以基督的样式为标准，而不是以其他信徒作为比较
3）就当存敬畏的心
a) 我们用了圣经的经文了解到敬畏的心是信徒应有的态度
b) 讨论了是否敬畏的心与‘爱里没有惧怕’及‘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有没有冲
突，从而学习到解经的以下原则
1) 看背景和上下文
2) 看原文
3) 以经解经

2.2

喜乐组：属灵争战 (第三课：认识撒旦)
1) 撒旦的名字
2) 撒旦的工作
3) 撒旦的由来
4) 撒旦的黑暗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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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和平组：属灵争战
本周我们小组通过学习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 40 年来分享仇敌是怎样接着许多被
忽视的“小恶”而挑动我们内心的不顺服，以至于大大得罪神。我们也省察自己
的生命是不是给抱怨的罪留下余地，而忘记每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正是厌弃上帝
心意，失去对神的信心的时候。而抱怨虽然被人认为是小事，但却很容易挑起我
们内心的不顺服。最后，弟兄姐妹像往常一样一起为每一个人代祷，求神恩待每
一个弟兄姐妹的生活。

2.4 忍耐组：科学与创造者、与神建立关系
2.4.1 科学与创造者
这次的课程我们学习了宇宙的设计的奇妙。20世纪以前，人们 一般相信宇宙是固定的和
无限的，20世纪开始，在爱因斯坦的理论和哈勃天文望远镜的证据下，人们开始相信宇
宙是动态的和无限的，并且有一个清楚的起始点。这些发现引领我们到了现代的大爆炸
理论，一个跟《创世纪》中所记载的万物的被创造类似的场景。另外，宇宙中大量的直
接掌管生命的存在和宇宙的稳定的常量（比如地心引力和原子力）的高度的精确程度也
引导我们去仔细思考关于宇宙有一位提供如此天才设计的创造者的可能性。让我们继续
通过深入地去探索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设计的精妙来思考科学与创造者的关系。

2.4.2 与神建立关系
这次的课程我们学习观看了远志明牧师编导的《福音第二集真理》影片从大约
150亿年前，从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看不见、摸不着的奇异点：Singularity，
突然迸发出天大的能量，剎那间诞生了宇宙的雏形，此后不断膨胀，直到今天。
这就是宇宙大爆炸。不甘心的科学家又发出新疑问：宇宙大爆炸迸发出来的巨大
能量，必须有适度的不均匀分布，才有可能形成星体和星系，可是微波辐射表现
得太平滑太均匀了。1992年，庞大的数据处理完成。数据显示，大爆炸的不均匀
波纹恰好是十万分之一左右，确切地说，是百万分之十三。1953年，人类终于发
现了DNA。这个奇妙的双螺旋体，携带着整个生命组合的智慧信息，有条不紊地
指挥着从氨基酸、蛋白质到细胞的复杂生化过程。 DNA密码是由A、T、C、G四
种硷基拼写而成的，一个人身上的DNA至少包含30亿个硷基，它们就像30亿个字
母，为这个人拼写出一篇独特而精深的生命文章。从人体、细胞到DNA，一个物
质的人成了一个信息的人，一个肉体的人成了一个灵魂的人，一个主动的人成了
一个被动的人。一种使人成为人的智慧，一种创造者的智慧，早已深深根植在人
的DNA里，从里到外掌管着人的生命。 这是一种怎样的智慧呢？这个赋予人类以
智慧、又引导人类智慧一步步去接近他的更伟大的智慧，他究竟是什么？在哪里？
为什么不尽早向人类显明真相呢？ 人类在追求真理中陷入迷茫。耶稣来了，他
说出了只有上帝才能说出的真理，包括宇宙的来龙去脉和人类的生死之道。永生
上帝的儿子已经将真理陈明于世、将永生赐予世人，然而，在转瞬即逝的云云众
生中，谁是那有勇气来相信、有福气来承受的人呢？
3.0

下一次聚会
日期：
时间：
节目：
地点：

2015 年 3 月 7 日 星期六
欢迎：傍晚 5:45； 晚餐：傍晚 6:00
晚餐,诗歌，课程学习
Jimmy 和 Michelle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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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式： 在金文泰巴士站搭乘 285 在东林中学站下，朝日本人学校方向走 6
分钟。Sungrove 就在学校操场的对面角落。
4.0 公告
4.1 灵修支持小组 (特别注意)
灵修支持小组的设立，是为了鼓励和帮助基督肢体有更多灵里的关怀和支持。到
现在为止有超过 28 位已组成小组，尚未加入的弟兄姐妹请继续通过小组组长
（ 宏 建 、 小 博 、 金 卫 、 程 山 ） 报 名 。 大 家 可 以 在 CF 网 站
（www.chinesefellowship.net）参阅有关“密室灵修”的资料和收听录音。
4.2

乌敏岛集体旅游特别通知
日期：2015 年 2 月 21 号(正月初三, 周六)
时间和集合地点：早上十一点半在丹娜美拉地铁站(EW4)集合
行程：下午一点从樟宜码头(Changi Point)出发，晚上七点从乌敏岛返回市区。
服装：请穿适合骑行的服装，最好运动鞋。
温馨提醒：水自备，可以带些吃的。我们会在乌敏岛或码头附近吃晚餐，视店铺
春节营业情况而定。所需费用自理，大概 20 新币（含交通，租车,晚餐）。请带
驱蚊剂，防晒霜和雨伞。有相机，请带上相机，我们会为大家拍照的同时，相互
交流单反技巧。请提前为手机相机闪光灯等电池充电。
报名联系人：金卫 8163 3548（HP) , markzhaojinwei (Wechat)

4.3

CF 活动报名
S/N 活动
向谁报名
新春联谊
组长
1
乌敏岛集体旅游
金卫
2
徒步摄影
金卫，宏琛，曾杰
3
（详情请参阅 www.chinesefellowship.net）

活动日期
2 月 18-22 日之间
2 月 21 日
3 月 14 日

4.4

中华团契微信群
请所有中华团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添加我们的微信公共帐号“CF 团契”(中间
没有空格)。我们团契的定期信息（“CF Newsletter”）、新课程介绍推动、每日祷
告等都会透过微信每日发给大家！也请随意邀请你国内或本地的朋友添加我们的
微信公共帐号、以获得团契信息。我们从 2013 年 7 月中开始微信事工，至 2015
年 2 月 12 日为止已经有 10, 602 名登记用户关注了。感恩！

4.5

基督里的新生命
鼓励所有的基督徒和团契朋友都索取一本《基督里的新生命》的作业以在主里扎
根。你可以联系金卫弟兄（平安小组）或者宏琛姐妹（其他小组）索取作业；如
果作业完成也请交给他们批改。完成作业后将得到结业证书。我们鼓励大家在一
年半时间内完成 5 项课程。

期待下次与你们相见！不见不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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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平安与喜乐与你同在
Sam 程山弟兄
www.chinesefellowship.net
微信公共账号：CF 团契
Email: chengshan107@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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