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2 周（1 月 6 日 –1 月 12 日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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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破冰的目的是启发组员新的一年求神给你明确的目标, 为主赢得更多宝贵的灵魂。
组长带领大家分享今年个人要为主做一件什么新事, 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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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我要单单仰望祢

无搁越头看

Chhio Bi Bi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Bo Koh Oat Thau Khoa*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黑暗的城市看未清欲从叼去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O' am e sia* chhi khoa* boe chheng beh tui
toh khi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每一日浮浮沉沉

给我生命有意义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Mui chit jit phu phu tim tim

Ho' goa se* mia u i i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主祢是头前的灯是我的光

因为祢是我依靠

Chu Li si thau cheng e teng si goa e kng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In ui Li si goa oa kho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黑暗权势祢拢得胜
O' am koan se Li long tek seng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不免搁怨叹不免惊路途遥远

主耶稣我赞美祢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Chu Ia-so' goa o lo Li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M bian koh oan than m bian kia* lo' to' iau
oan

哈利路亚!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Ha-li-lu-ia!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M bian koh chhau hoan in ui u Ia-so' choe
phoa*

仰望耶稣的荣光

无搁越头看啊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Bo koh oat thau khoa* ia

无搁三心两意

爱祢, 耶稣我爱祢

Bo koh sa* sim liang i

Ai Li, Ia-so' goa ai Li

全心全意跟随主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O Chu, Ia-so',

不免搁操烦因为有耶稣作伴

Choan sim choan i kun te Chu

Chu Ia-so' goa ai Li

向着头前行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Ng tioh thau cheng kia*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无论艰苦困难祢是我的气力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Bo lun kan kho' khun lan Li si goa e khui lat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我欲与主耶稣逗阵行

一切荣耀归给祢

Goa beh kap Chu Ia-so' tau tin kia*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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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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的威力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18 年 12 月 29 日

主要经文：约翰福音 John 1:35-51

以赛亚书 Isaiah 1:18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神不断的邀请人说；来！来！来！
耶稣也对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邀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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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断的邀请人来到祂那里，因为祂要赐福于我们，祂要触摸我们的生命。
很多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是因为过去有人邀请你来到教会，你回应了上帝的爱和恩典的邀请，
并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你整个生命都改变了。
上帝不仅在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改变生活的邀请，而且也给了我们责任，叫我们向周围的
人发出邀请来认识祂！我们是神所使用来邀请我们周围的人来跟隨耶穌的管道。
我们如何能有效地邀请人来跟从耶稣？
1.有亲和力–人人都特别 Be Personal - Everyone is Special
耶稣是如何邀请人们来到祂面前并跟随祂的呢？
祂亲自以非常亲切的方式来邀请人并让人们跟随祂！
约翰福音 John 1:39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
时约有申正了。
耶稣邀请他们说；不如你们来我的家看我住在那里，然后允许他们住在那里又陪他们一整天，
这是耶稣，祂让他们来祂的家，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很特別，耶稣在教导我们；
当我们允许人们进入我们的世界时，他们就会向我们敞开他们的世界和人生！
我们要有效的邀请其他人，必须；
让人们感到特别，受重视和被接纳。当我们向他们敞开我们的生命，就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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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40-42 40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
烈。41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
督”。）42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矶
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耶稣叫安得烈跟从祂，安得烈看到耶稣这样做，他也照样做，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领他去
见耶稣。安得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很惊讶。这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祂竟然邀
请我，那我最好也去邀请更多的人。
当我们有效地邀请别人去认识基督时，我们将会看到的是
透过亲自邀请的威力带来倍增效应！
如果安得烈不去邀请西门彼得到耶稣那里去跟隨耶稣，就不会有使徒彼得了。
使徒行传记载彼得讲道带领了 3000 人信主，他是早期教会的关键领袖，帶领耶稣基督的教会。
那是因为安得烈的一个邀请，他告诉彼得“我们来跟隨耶稣”，就因为这样我们有了使徒彼得。
我们如何能有效地邀请人来跟从耶稣？
2 要有目标–人人蒙呼召 Be Purposeful–Everyone is Called
神对于我们所邀请的每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呢？
神的目标就是他/她能够来到神的教会，加入神的大家庭，成为神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能够
经历神的真实。
若是你的开放小组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未信的新朋友来參加了，这小组其实已经失去了开放
小组的意义了。你的开放小组已经变得内向不开放了，我们在它周围建造了四面墙，只是为了
让基督徒自己专有的温暖和舒适的家。 切记，我们的开放小组是必须开放的，是给那些寻找的
人，那些还未信耶稣的人来到这个开放小组来认识神的。
神的群体若展现了真爱，就验证了基督教所要传递的信息。
每个开放小组在一年中的节目必须有目标，来门训非信徒认识并跟从耶稣！
为了帮助我们，我们教会将有一个培训，让我们可以一起接受培训。
幸福小组
幸福小组的概念是很简单的，在 14 周之內，我们邀请所有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幸福小组。有
很多好玩的游戏，好吃的食物，很好的见证以及很好的团契，像一家人一样。为着那些未信主
的朋友，在这 14 周里面，我们会尽力的帮助他们认识与了解我们的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我们要让所邀请的人感受到喜乐，让他们感受到很独特，让他们感受到跟随耶稣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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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4 周结束后，我们将会带所有参加幸福小組的朋友到国家体育场(希望与你有约)的聚会，以
致他们能够做出公开的回应，将他们的生命献给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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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相信一个简单的邀请将永远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请分享你的观点。Do you believe
that a simple invitation will change a person's life forever? Please share your opinion.
Q2. 你是否有不断的祷告，希望能带领未信主的朋友到教会，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并接受耶稣?
Do you pray unceasingly, hoping to invite pre-believing friends to church and let them
have a chance to know and accept Jesus?
Q3. 你是否愿意邀请领未信主的朋友参加幸福小组，并使用14个星期的时间来跟进他们? 若不
愿意的话，请分享原因何在，然后分成2-3人一组，为彼此祷告。Are you willing to invite
pre-believing friend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appiness Group and use 14 weeks to follow
up with them? If you are not willing, please share the reasons, then group into 2s and
3s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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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历新年团圆饭

农历新年快到了，华文事工为着无法返乡过年的海外华人，特别举办了农历新年团圆饭。我们
想借此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让远离家乡的海外华人过个温馨的农历新年。日期是 1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上 7 点，在东皇大酒楼（Roland Restaurant）进行。每人费用获津
贴后是 20 元。请于 1 月 13 日之前拨电 6424 9514（星期二至五，早上 9.00 至傍晚 6.00）或
电邮至

geokpheng.tan@fcbc.org.sg 联络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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