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23 周（2019 年 6 月 2 日–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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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彼此分享生命中的一种营垒，比如可能是别人的一句话使你感到受伤，无法原谅对方；或者是
一种失败的体验，让你自卑，自信心受到打击，一直无法突破，等等。分享完后， 两个人一
组为对方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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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尽心尽性

亲近主

Chhio Bi Bi

Chin Sim Chin Seng

Chhin Kun Chu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给我生命有意义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Ho' goa se* mia u i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主耶稣我赞美祢
Chu Ia-so' goa o lo Li

哈利路亚!
Ha-li-lu-ia!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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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Ai Li, Ia-so' goa ai Li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O Chu, Ia-so',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Goa beh jit jit o lo I

*耶稣, 耶稣我爱祢
爱祢, 耶稣我爱祢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Chu Ia-so' goa ai Li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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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我软弱信心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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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的话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19 年 5 月 25 日

主要经文：马太福音 Matthew 3:16-

17
16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
身上；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接受使徒约翰洗礼后，奇妙的事发生了。
天开了，祂看见上帝，感觉到上帝的同在。然后耶稣听见上帝的声音，耶稣听见天父对祂说话。
今天，我们的天父也要跟我们说祂心里话，因为我们在上帝的心中是对祂很重要，很重视的人。
我们的天父要和我们说：
1. 我们是祂儿女 We are His Children
马太福音 Matthew 3: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诗篇 Psalm 2:7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心目中的地位和身份。上帝说我们是祂儿女，今日祂要成为我们的父亲。
约翰福音 John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当我们诚心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9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上帝造我们时，祂把祂的气吹进我们的灵，
使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有神的属性。
神是万王之王，身为祂的儿子/女儿，我们就是身份尊贵的王子/公主。
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
a. 亲近神
我们可以直接称呼上帝为：“我们天上的父。” - 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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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而是“我们天上的父。”
就如一个孩子，当父亲回来时，可以举起双手来到父亲面前，而父亲立即将把他抱进怀里，不
会拒绝孩子，即是再累，他一看见孩子就即刻的乐起来。
b. 享受特权
诗篇 Psalm 91:11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因着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受到天使的保护及照料。
c. 继承产业
罗马书 Romans 8:15-17
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16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17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
基督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身为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祂的后嗣，可以继承祂的产业，和祂一起治理祂的国度。
我们可以亲近上帝，享受特权以及继承祂产业！
2. 我们是祂所爱的 We are His Beloved
马太福音 Matthew 3: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约翰福音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
得永生。
因为爱，天父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来拯救我们。
上帝爱我们，关心我们，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拯救了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我们要用爱自己的方式去爱他人；但是上帝爱我们的方式是爱人舍己的。
耶稣因着爱，道成肉身，舍去自己的性命来拯救我们。
祂为我们死，祂为我们生；祂为我们死，祂为我们复活。
罪能使人与神隔绝，但是罪却不能使神离弃祂爱的人！
3. 我们是祂所喜悦的 We are His Pleasure
撒迦利亚书 Zechariah 2:8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
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
我们在天父的眼里是宝贝，我们是祂所喜悦的！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是“赏心悦目”的。
也许我们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无德无能。但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祂所爱的，我
们是祂所喜悦的，所以我们都是天父眼中的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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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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上帝的儿女，神在你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地位？你会对祂说什么来表达你对祂的爱意吗？
As a child of God, what position does God take in your heart? What words do you
have to express your love to God?
Q2. 请分享你作为神的儿女后生命的改变是如何，有怎样的改变？Please share how has
your life changed after becoming a child of God?
Q3. 请分享一个理由为何你愿意接受受洗让主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Please share a reason
why you are willing to be baptised and have Jesus be the Saviour of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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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小组培训

今年 9 月至 11 月，我们教会将展开新一轮的幸福小组。
为此，我们将于 6 月 19 至 21 日（三至五）及 7 月 13 和 14 日（六和日）在触爱中心进行新
一轮的培训。来自台湾福气教会的杨锡儒牧师和团队将亲自为我们提供培训。
鼓励所有小组组员参加。请在 6 月 9 日（日）之前上网 fcbc.org.sg/xfxzsignup 报名。


触爱嘉年华和义跑

触爱社会服务一年一度的触爱嘉年华和义跑将于 8 月 31 日（六），早上 8.00 至晚上 9.00 在
新加坡体育城，华侨银行广场举行。
上网 touchgivingfestival.sg 查看详情和报名参加义跑。若你使用“TGRFCBC2019”优惠码，
可享有$5 报名费折扣。来和家人朋友一起玩乐，同时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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