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13 周（2020 年 3 月 22 日–2020 年 3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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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快脚
目的：考反应
1. 组员平均分两组。
2. 当带领者讲出想要的东西时，两组便要尽快收集。快而准的便为胜利。例如：带领者说要 5
只手表，各组便要立刻集齐 5 只手表送到带领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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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笑眯眯

无搁越头看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Chhio Bi Bi

Bo Koh Oat Thau Khoa*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黑暗的城市看未清欲从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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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am e sia* chhi khoa* boe chheng
beh tui toh kh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每一日浮浮沉沉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给我生命有意义

Mui chit jit phu phu tim tim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Ho' goa se* mia u i i

主祢是头前的灯是我的光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Chu Li si thau cheng e teng si goa e
kng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黑暗权势祢拢得胜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我赞美祢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Chu Ia-so' goa o lo Li

O' am koan se Li long tek seng

*不免搁怨叹不免惊路途遥远
M bian koh oan than m bian kia* lo'
to' iau oan

哈利路亚!

不免搁操烦因为有耶稣作伴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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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爱祢, 耶稣我爱祢
Ai Li, Ia-so' goa ai Li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O Chu, I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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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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搁越头看啊
Bo koh oat thau khoa* ia

无搁三心两意
Bo koh sa* sim liang i

全心全意跟随主
Choan sim choan i kun te Chu

向着头前行
Ng tioh thau cheng kia*

无论艰苦困难祢是我的气力
Bo lun kan kho' khun lan Li si goa e
khui lat

我欲与主耶稣逗阵行
Goa beh kap Chu Ia-so' tau tin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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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握的信心 Confident Faith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3 月 15 日
希伯来书 Hebrews 11:6 (CCB) 没有信心的人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
希伯来书 Hebrews 11:1 (CCB) 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
我们作为基督徒，活着必需对上帝非常有把握。
“信心是一个实在且不可动摇的把握，深信神的恩典，以致宁死也不屈。” —— 马丁·路德
很多人对新冠病毒非常恐惧，起初我们担心谁会染病，怎么避免，现在开始担心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
当我们在一个很熟悉的环境，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有把握。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发生
的事情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通常就失去了信心的把握。
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对上帝有真信心会使我们有把握。
“基督徒能从焦虑里面得自由，并不来自脱离苦难的保证，而是不被忧虑捆绑，和确信神是我
们的父，甚至连允许的痛苦也在祂的关怀范围之内。” —— 约翰·斯托得
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信心放在哪里？
1. 对神的供应有把握 Confidence in God’s Provision
我们要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上帝都会供应。
创世记 Genesis 4:3-5 (CCB)
3 到了收成的时候，该隐把地里的出产当祭物献给耶和华，4 亚伯也把羊群中头生的羊及其最
肥美的部分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5 却不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便非
常恼火，面带怒容。
希伯来书 Hebrews 11:4 (CCB) 亚伯凭信心向上帝献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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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分别是亚伯把头生的，最好的奉献给耶和华。我们有时不是把最好的给上帝，而是把最
后的给上帝。我们若对奉献会有所保留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供应没有把握，我们想要自己照顾
自己。
马太福音 Matthew 7:9-11 (CCB)
9“你们做父亲的，谁会在儿子要饼时给他石头，10 要鱼时给他毒蛇呢？11 你们虽然邪恶，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祂的人吗？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9:6-10 (CCB)
6 要记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7 各人心里想捐多少就捐多少，不要勉强，不要为
难。因为捐得甘心乐意的人才是上帝所喜爱的。8 上帝能够将各样的恩典多多赐给你们，使你
们在各方面常常富足有余，可以多行各样的善事。9 正如圣经上说：“他慷慨施舍、周济穷
人，他的仁义永远长存。”10 赐农夫种子又赐人粮食的上帝，必加倍赐给你们种子，使你们
收获更多仁义的果子，
上帝让我们奉献，祂同时也会供应我们。可能我们对财务有担心，但有把握的信心会让我们仍
然把最好的奉献给上帝。
2. 对我们在主里的位份有把握 Confidence in our Position
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使我们有把握。上帝会供应，
因为祂是我们的天父。
马太福音 Matthew 7:9-11 (CCB)
9“你们做父亲的，谁会在儿子要饼时给他石头，10 要鱼时给他毒蛇呢？11 你们虽然邪恶，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祂的人吗？
加拉太书 Galatians 4:-7 (CCB)
6 我们既然成为儿女，上帝就差遣祂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阿爸，
父亲”。7 由此可见，你们从今以后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女。既然身为儿女，就可以靠着上帝
成为产业继承人。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17:45 (CCB) 大卫答道：“你是靠刀枪剑戟来攻击我，我是靠万军之耶
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蔑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迎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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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对自己的位分有把握，他知道自己是在上帝的手中。这种把握是超自然的，在许多不信主
的人面前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上帝会供应你经济的需要，上帝会供应你保护，上帝也会供应你
恩膏，让我们可以继续超自然地服侍。我们的把握在于我们有一位永恒不变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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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一件你感受到上帝供应的见证。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that you experienced
God's provision.
Q2. 请分享你是否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在你心目中，天父是一位怎样的父亲？Please
share if you feel like you are a child of God. In your mind, what kind of father is Abba
Father?
Q3. 你对上帝的供应有把握吗？想一想要如何才能提升上帝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信心。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坦诚分享，然后彼此祝福祷告。Are you confident in God's provision?
Think about how you want to increase your trust that God will provide everything you
need. Share frankly in groups of 2s or 3s,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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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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