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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2 周（2021 年 3 月 21 日–2021 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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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组员互相认识 

时间：5 分钟 

内容：1. 每人分别先思想一些关于自己的句子，其中 2 句是真的，一句是假的。 

          2. 然后轮流讲出自己的句子。让别人猜猜哪一句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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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年 
Chia Choe Ni 

这多年信耶稣 
Chia choe ni sin Ia-so' 

经过风经过雨 
Keng koe hong keng koe ho' 

有目屎有艰苦 

U bak sai u kan kho' 

记得救主会看顾 

Ki tit Kiu Chu e khoa* ko' 

主爱我才知影 

Chu ai goa chiah chai ia* 

着专心听主声 

Tioh choan sim thia* Chu sia* 

有喜乐有平安有主疼 

U hi lok u peng an u Chu thia* 
 

*有主甲我相作伴 

U Chu kap goa sa* choe phoa* 

风雨日子无摇动 

Hong ho' jit chi bo io chhoah 

主恩情安慰我 
Chu un cheng an ui goa 

主的话引导我 
Chu e oe in chhoa goa 

有主同在无孤单 
U Chu tang chai bo ko' toa* 

朋友心里你会知影 
Peng iu sim lai li e chai ia* 

虽有伤虽有痛 
Sui u siong sui u thia* 

有耶稣逗阵走 
U Ia-so' tau tin kia*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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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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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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3 月 6 日 

 

希伯来书 Hebrews 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

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上帝叫挪亚建造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他也因此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创世记 Genesis 6:9 ...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挪亚过着一个诚实、正直和圣洁的生活。他专心跟随上帝，与祂同行。他愿意遵守上帝的旨意，

做上帝喜悦的事，远离罪恶，他在上帝与人面前都有美好的见证。挪亚有一个太太，三个儿子

和三个媳妇。他是个传义道的人，靠上帝的恩典尽了他本分，确保一家人完全顺服和跟随上帝。

他们一起事奉上帝，一起建造方舟，预备上帝审判的洪水临到。 

 

从挪亚建造方舟的过程当中，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个对上帝充满信心的人。若我们也像挪亚一样，

对上帝充满信心，我们就会： 

 

1. 愿意顺服 Willing to Submit  

 

挪亚建造方舟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是反常的，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只有一个傻子或疯子才会去做的事。很多人觉得正常人的生活，应该是好好地耕种或养牛养羊，

希望能赚够钱买更大的地，建造更大间的屋子，让家人能过舒服的日子。但是对挪亚来说，他

认为既然这是上帝叫他去做的事，他愿意顺服，忠心地建造方舟，完成上帝的吩咐。 

 

创世记 Genesis 6:22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当上帝吩咐挪亚建造一只很大的方舟时，他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没有怀疑上帝的做法到底对

不对，也没有怀疑方舟到底有没有用。虽然他不完全明白上帝为何要他建造方舟，但是他选择

顺服上帝的吩咐，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这就是真正的顺服。当上帝吩咐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完全

明白的事，我们要效法挪亚，愿意顺服，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 

 

约翰福音 John 2: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当时婚宴还没有结束，酒都喝光了。玛利亚知道耶稣能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她吩咐佣人一定要

听耶稣的吩咐。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们要听话，要顺服，照着耶稣的话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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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帝说“做”我们就做，若祂说“不要做”我们就不要做。 

若上帝说“去”我们就去，若祂说“留下来”我们就留下来。 

 

顺服神，不仅要弃绝罪行，也要开始力行祂所呼召我们去做的事。 —— 司布真 

 

创世记 Genesis 7:5 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挪亚时常被别人嘲笑，说他在浪费时间、金钱和气力在做没有用的东西。那些人根本就不相信

这世界会被一场洪水淹没。但是挪亚相信上帝的话，继续顺服上帝。 

 

2. 完全付出 Giving All 

 

创世记 Genesis 6:15-16   

15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16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

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按照上帝的指示，挪亚建造的方舟，长 135 米，宽 23 米，高 14 米。比现代最大的木船还要

大，比一个足球场还要长。为了要完成这巨大的工程，挪亚必须付出他生命的一切，包括时间、

金钱和气力。这方舟大概用了 100 年来建造，用了几万吨的木材，花了数不尽的金钱，耗费了

无法衡量的体力，才能完成。这一切都是挪亚和家人所付出的，是他们一生的心血。 

 

信心的道路是需要我们付出的。圣经里所有信心的英雄都因为他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才完成

了上帝的托付。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将自己的儿子献在祭坛上；彼得相信主耶稣基督，就舍弃

自己的渔船跟随耶稣；使徒们相信上帝，就冒着危险、忍受苦难，走向地极，为主作见证。 

 

雅各书 James 2:17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就会完全付出，不会计较为上帝所牺牲的一切。切记，我们的付出

永远也不会超过上帝所祝福我们的。 

 

创世纪 Genesis 7:9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当我们愿意完全付出，去做上帝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会发现上帝会帮助我们，因为祂的恩

典永远够我们用。那些动物都是自己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挪亚不必赶，不必大声喊牠们。 

 

3. 坚持到底 Persevere to the end 

 

创世记 Genesis 7:6-7 

6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7 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

躲避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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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的顺服和付出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久的坚持，长久的忍耐。他坚持了大

概 100 年，终于完成了方舟。他虽然在建造的过程中面对许多困难，但他坚持到底，没有放弃。

信心的路需要坚持到底，需要长久忍耐。真正的信心不是只在星期天作基督徒，而是天天效法

基督，天天胜过困难，胜过试探，坚持不停地跟随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 John 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耶稣坚持到底，走向十字架，完成了父神差祂来的旨意。我们也必须效仿耶稣和挪亚，要忍耐，

要坚持到底，完成上帝吩咐我们去做的事。 

 

由于蜗牛坚持到底，最终也上了方舟。 —— 司布真 

 

以赛亚书 Isaiah 40: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

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侍奉上帝的道路，可以休息，等候和更新，而不要退休，放弃服侍。 

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旅程。我们要坚持到底，不要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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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不愿意顺服上帝，完成祂吩咐你去做的事情？你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拦阻？Are 

you willing to submit to God and accomplish what He asks you to do? What obstacles 

you may encounter in the process? 

 

Q2. 你愿意为上帝的呼召付出到什么程度？请分享你曾为上帝付出过什么？To what extent 

are you willing to give for God's calling? Please share what have you given to God? 

 

Q3. 信心的路需要坚持到底、长久忍耐才能完成上帝的旨意。请分享你如何能坚持到底。The 

faith journey requires perseverance and patience to accomplish God's will.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stay on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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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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欢迎回家 

• 我们将从 2021 年 3 月 27 日，下个星期六开始恢复触爱中心的实体聚会。 

• 因 COVID-19 疫情的缘故，各团队将轮流参加实体聚会。 

• 彭伟纶牧师与张翠翠牧师的团队被安排参加下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 暂时没有 G 代儿童聚会，我们打算于 4 月份开始，具体日期有待确定。 

• 只凭门票入场参加聚会。 

• 你需要密码才能使用票务网站，你的团队牧师将在你团队值勤的那周，告知使用票务网

站的密码。 

• 网站将于来临周三晚上 9.00 正式启动。 

• 我们在大堂内设立了 4 个座位区域，每个区域最多可容纳 50 人。 

• 座位先到先得。 

• 你必须用“合力追踪”（ TraceTogether）手机应用或携手防疫器（ token）作

SafeEntry 的登记入场。 

• 为了你的安全，我们根据政府规定实施了几项新措施。 

• 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在现场指导你。 

• 请上网 fcbc.org.sg/zh/welcomehome 查看更多详情。 

 

 基甸勇士培训计划 

我们正在招募 2021 年基甸勇士团队的成员！基甸勇士培训计划是在日本或东帝汶进行为期 1

年的植堂宣教计划。你将栽植教会和服事当地的人民。 

若要报名或查看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gideonite。报名截止日期是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