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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3 周（2021 年 3 月 28 日–2021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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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过去  

目的：让组员彼此了解大家从小的经历不同，更能相互理解和包容。 

内容：请每个组员用画画或肢体动作（不可以用嘴说）来介绍他小时候最爱玩的一种游戏，请

其他组员猜那是什么游戏。猜完后可以请那个组员进行一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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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耶和华 
Sin Kho Ia-Ho-Hoa 

 

信靠耶和华的人 
Sin kho Ia-ho-hoa e lang 

好像是锡安山 
Chhin chhiu* si Si-an-soa* 

永不摇动, 永不摇动 
Eng bo io tang, eng bo io tang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Cheng soa* ui rau Ia-lo'-sat-leng 

主也围绕你 
Chu ia ui rau li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Tit kau eng oan, tit kau eng oan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主耶和华款待好人 
Chu Ia-ho-hoa khoan thai ho lang 

平安归给你 
Peng an kui ho' li 

荣耀耶稣, 荣耀耶稣 
Eng iau Ia-so', eng iau Ia-so'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我的耶稣真爱我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因为耶稣真爱我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无搁越头看 
Bo Koh Oat Thau Khoa* 

 

黑暗的城市看未清欲从叼去 
O' am e sia* chhi khoa* boe chheng beh 

tui toh khi 

每一日浮浮沉沉 
Mui chit jit phu phu tim tim 

主祢是头前的灯是我的光 
Chu Li si thau cheng e teng si goa e kng 

黑暗权势祢拢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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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免搁操烦因为有耶稣作伴 
M bian koh chhau hoan in ui u Ia-so' 

choe p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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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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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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3 月 20 日 

 

约书亚记 Joshua 1:6-7 

6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7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

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接班人。摩西临终前按立约书亚为自己的接班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耶和华叫约书亚当刚强壮胆，要有坚强的信心。 

坚强的信心对每个信徒来说是很重要的，是大家都必须具备的条件。约书亚就是一个对神充满

信心的人。 

 

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就会： 

 

1. 不怕人、不怕环境 Unafraid of people, Unafraid of circumstances 

 

民数记 Numbers 14:1-5   

1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2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

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3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

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4 众人彼此说：“我们

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5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 

上帝让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侦探虚实，其中就包括约书亚和迦勒。这十二个探子在迦南

地侦察了四十天，回来后就向摩西报告，告诉他迦南地土地异常肥沃，是个流奶与蜜之地，但

是住在里面的人非常强悍巨大，城邑也很坚固。探子中有人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他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那里的居民都身量高大强壮。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就好像蚱蜢一样，

所以不能去攻击那里的居民。结果全体以色列人大发怨言，说宁愿留在埃及，甚至要立一个首

领带他们回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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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 Numbers 14:6-9 

6 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7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

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8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9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

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约书亚和迦勒却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确定那地美好，是个流奶与蜜之地。虽然那里的居民强

悍巨大，但耶和华若喜悦以色列人，就一定会把那地赐给他们的。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他

们不怕那里的居民，也不怕当时的环境。约书亚和迦勒一点也没有提到迦南人，却口口声声的

提到耶和华。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使他们刚强壮胆，有信心与神同行就不会惧怕。 

 

希伯来书 Hebrews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约书亚一生都追求上帝的喜悦，对祂充满信心。面对环境和挑战，他並不停留在环境中，而是

超越环境，仰望上帝的祝福和应许。因为约书亚相信，只要是出于上帝的话，他必然会得胜的。

所以上帝今天也一样的对我们说，要刚强壮胆，要有坚强的信心，不要怕人，也不要怕环境。 

 

2. 信靠神、与神同行 Trust God, Walk with God 

 

约书亚记 Joshua 1:8-9   

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

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9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

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换

句话说，就是要遵行神的话。约书亚接受上帝的呼召，他完全相信上帝的应许。当约书亚信靠

上帝，与祂同行的時候，他就能够带领以色列众人渡过约旦河。 

 

约书亚记 Joshua 3:9-13  

9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11 约书亚说：“看哪，普天

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

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合)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沙)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

12 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13 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

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 

以色列人离开帐棚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抬着耶和华约柜在百姓的前头。祭司的脚一入水，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停住，立起成垒，以致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走

过去，直到他们都过了约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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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Mark 9:23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只要我们有信心，山都可以挪开；只要我们有信心，风浪都可以平静。不是我们平静风浪，也

不是我们移山，乃是因着信我们摇动了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的手。是上帝为我们平静风浪，是上

帝为我们移山。 

上帝因着约书亚的信，也因着约书亚珍惜祂的同在，分开了约旦河，止住了水，叫以色列人可

以过约旦河。因为以色列人信靠上帝，有祂同行，他们全然的渡过约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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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话是建立我们信心的基础。你是否对上帝的话充满了信心？为什么? God's word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our faith. Are you full of faith in God's words? Why? 

 

Q2. 请分享一件，当你遇到困难时，不受到人或环境的影响和左右，而最终得胜的事。Please 

share an incident where you encountered a problem but were not influenced by people 

nor circumstances, and ultimately you overcame it. 

 

Q3. 你认为你必须强化你生命中的哪些地方，以致能成为一个刚强壮胆、信靠神、与神同行的

人? Which areas of your life do you think you must strengthen so that you can become 

a strong and courageous person who trusts and walks with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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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 和 4 日守圣餐 

我们将在 4 月 3 和 4 日守圣餐。在准备圣餐的材料时，你可以使用最接近我们平常在教会使用

的材料： 

o 准备饼：一小块的饼干、脆饼或白面包即可 

o 准备杯：少量的红色果汁或饮料即可 

聚会开始之前，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如果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预备我们的心： 

o 归向神：将我们的心重新献上给神，并为罪悔改 

o 感谢神：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 

牧师将带领我们一起吃主的饼及喝主的杯。 

 

 欢迎回家 

• 我们在上个星期六 2021 年 3 月 27 日，已经恢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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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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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