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8 年第 47 周（11 月 18 日–24 日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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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天生我才必有用
目的：让组员认识到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内容：
1. 首先每位组员分享一个自己的爱好，或者行为的特质，比如：喜欢烹饪，爱说话。
2. 然后让每位组员右边的人说出这位组员的爱好或特质如何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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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上帝

耶和华祝福满满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紧来信耶稣

我要尊崇祢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Kin lai sin Ia-so'

Goa beh chun chong Li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信耶稣真正好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总是全能的上帝

Sin Ia-so' chin chia* ho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灵魂得拯救

我要尊崇祢

每曰赏赐真福气

Leng hun tit chin kiu

Goa beh chun chong Li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使地上发芽结实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显出爱疼的根据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我要永永远远

*耶和华祝福满满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称颂祢的名

亲象海边土沙

Chheng siong Li e mia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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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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道理、真理

讲员：林万兴牧师 Ps Lionel Lim

讲道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圣经里创世纪这样记载着雅各的故事。雅各是以撒所生孪生子中的弟弟，他是抓住哥哥以扫
的腳跟出生的。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或“欺騙”。雅各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前半生一
直都是在与人“摔跤”，试图从他人那里抓到更多的好处。他以一碗汤 (创世纪 Genesis 25:2934) 骗取了以扫长子的名份，又以一盘美味的食物换得父亲给长子的祝福 (创世纪 Genesis
27:1-41)。但他前半生的生活一直是处于恐慌当中，他的哥哥要杀他，並追逐他；他的岳父

欺騙他。但有一天他遇见了上帝並与祂“摔跤”，并得到上帝的祝福。他紧紧抓住了上帝的祝
福，生命得到了巨大的改变，因此成为了上帝祝福人类的管道。
万兴牧师分享他信主后，某年近年关又缺钱时，他旧时搞翻版生意的朋友打电话来找他，叫
他再重回这行赚钱。他首先给自己合理的理由，若和这些损友一起再合作，说不定还能带他
们信主呢！但最终他还是拒绝做这件事，因为祷告中他看见 诗篇 Psalm 121:2 我的帮助从造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虽然他还是没有找到钱过年，但过后有另一位朋友来找他，邀请他在过

年期间当导遊，工作了 22 天，赚了二万元！
福建人有时会问这句话：“有路无？”其实，神就是真理，就是道路。
万兴牧师也分享当年他开创教会，人数从 30 位增加至 60 人，需要找更大的会所聚会。但他
相信神的真理，不担心会员的经济能力不足，终于在半年內筹足 10 万元来给建新的聚会所。
甚至在四年內，他们所拥有的四间店，全部用现金付清了。真正的体验到不是讲“合不合理”
或道理，而是相信神的真理，神的应许与供应。
耶稣来就是要赐给人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老是要用自己的气力，方式去做事。到最后没办
法了，才说：“神啊，交给你”。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说到人想用道理来办事，还有看事情
是否合不合理，却忽略了其实最重要的是神的真理。
最后，万兴牧师用以下的经节与会众共勉：
哥林多后书 1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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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
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创世记 Genesis 28:14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萨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
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马太福音 Matthew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 Matthew 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马太福音 Matthew 11: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16:9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
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争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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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出合理，道理和真理的不同。请分享你要如何能行出神的真理。Please sa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sonableness, rationale and truth. Please share how do you walk
in God’s truth.
Q2. 神的真理能使我们得到真自由。请分享你在这方面的亲身体验。The truth of God will
indeed set us free. Please share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is aspect.
Q3. 雅各紧紧抓住了上帝的祝福，生命得到了巨大的改变，成了众人的祝福。你愿意像雅各
一样抓紧上帝的祝福，被祂使用，成为你身旁的人的祝福吗？请分享。Jacob held on
tightly to God’s blessing, his life greatly changed and he became a blessing to many. Are
you willing to hold tightly to God’s blessing, be used by Him and become a blessing to
those around you? Please share.
D. 服事 Wor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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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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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祷告塔

请在以下日期和时间踊跃到触爱中心陪谈室支持祷告塔。
2018年11月19日（星期一）上午8.00至下午4.00
•

福建“生命栽培”课程

福建“生命栽培”课程的第 4 和 5 堂课（LC4 和 LC5）的详情如下：
日期：12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六）
时间：下午 3.00 至 4.30
地点：触爱中心，陪谈室
•

12 月份的嘉宾讲员

好消息！福建聚会在 12 月份邀请了两位嘉宾讲员。详情如下：
日期

：12 月 1 日 – 胡民气牧师
：12 月 8 日 – 黄循彦牧师

请大家借此机会邀请未信主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一起出席以上的聚会。尤其是在你的祷告卡
里，你天天为他们祷告的人，你更要积极的邀请他们，并相信他们必会在这聚会里决志信
主。
•

圣诞派对

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再次动员教会所有的小组举办圣诞派对！圣诞节不只是基督徒庆祝的节
日，而是和家人朋友分享基督的爱一个难得的机会。开始祷告、联系和邀请亲人朋友参加你
小组的圣诞派对吧！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份领袖手册，希望能协助你计划于进行你的圣诞派
对。祝你圣诞快乐，愿你有个愉快难忘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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