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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4 周（2021 年 4 月 4 日–2021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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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必有用    

目的：让组员认识到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内容：  

1. 首先每位组员分享一个自己的爱好，或者行为的特质，比如：喜欢烹饪，爱说话 

2. 然后让每位组员右边的人说出这位组员的爱好或特质如何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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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里 
Ti Ia-So' Lai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Tui ta* tit kau eng eng oan oan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救恩赐给你 
Kiu un su ho' li 

祂是全能的救主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咱当信靠祂 
Lan tioh sin kho I 

你若心里有忧愁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应当向主求 
Eng tong hiong Chu kiu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平安赐给你 
Peng an su ho' li 

等候神 
Tan Hau Sin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救恩是从上帝来 
Goa e kiu un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 
I si goa e poa* chioh goa e tek seng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盼望是从上帝来 
Goa e ng bang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 
I si goa e pang cho' goa e eng iau 

 

*主作我的高台 
Chu cho goa e koai* tai 

我必不会摇动 
Goa pit boe oe io tang 

主是我的力量与避难所 
Chu si goa e lat liong kap pi lan so' 

我要时常倚靠祂 
Goa beh si siong oa kho I 

我要安静等候祂 
Goa beh an cheng tan hau I 

我的荣耀能力拢在上帝里 
Goa e eng iau leng lat long ti Siong-t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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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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3 月 27 日 

 

希伯来书 Hebrews 11:34 (CCB) 熄灭了猛烈的火焰，刀下逃生，由软弱变为刚强，作战勇猛，

击退外敌。 

这里指的是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在希伯来书赞扬他们时，并没有

对他们指名道姓。但是，在但以理书 3 章记载着他们荣耀的见证。在他们面对巴比伦王的逼迫，

他们仍然绝不妥协，坚决不拜偶像，成为我们可以效法的信心英雄。 

 

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国占领了犹大国，便将其国民掳去巴比伦，采取分离，迁离，分化他们，

不让他们有机会造反复国。他们还在犹大国的宗室里精心挑选几个人到巴比伦皇宫侍奉。沙得

拉、米煞、亚伯尼歌是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不过，他们被掳之后，被改名换姓，受尽屈辱！

尼布甲尼撒王透过给他们迦勒底名字，改变他们的身分。在每个替代的巴比伦名字里，都是高

举着异教的偶像和他们神的名字。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他们的命运可以说非常坎坷，生

不逢时，他们本来是皇亲国戚，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却面对国破家亡，沦落到成为俘虏。

可是在这样恶劣艰难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凭着坚定的信心，侍奉神。 

 

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会： 

 

1. 坚持敬畏神，神是有大能的，祂必拯救你 

Persist in fearing God, God is powerful, He will save you 

 

但以理书 Daniel 3:15 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

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即使面对随时丢命的危险，他们仍然不妥协，不屈服，不做不讨上帝

喜悦的事！他们坚决敬畏神，多过敬畏人的信念，坚持对上帝的忠诚。 

 

但以理书 Daniel 3:16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

答你。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很清楚神的诫命（十诫），他们只敬拜耶和华，不拜其他的神。他们

明确的对尼布甲尼撒表态，没有退让的意念，绝不妥协。在选择敬畏神或是敬畏人，他们的选

择是非常清楚，非常坚定。敬畏神多过于敬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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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 Daniel 3:17 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

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非常确信他们事奉的神是有大能的！即使被丢入热腾腾的火窑中，神

也必救他们。他们有着“即便如此”的信心，他们相信神的大能，祂无所不能。这是一种全然

的相信，相信神的大能，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神都能拯救他们。 

 

马太福音 Matthew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不信的人只看见困难，信的人是看见在他们和困难之中有神。神是有大能的，祂必会拯救我们。 

 

2. 坚信神的主权，神掌管一切的，祂必不离弃你 

Believe in God’s sovereignty, God rules everything, He will not forsake you 

 

但以理书 Daniel 3:18 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

金像！” 

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相信即便被丢进火窑中，神能拯救他们。即使是上帝不救他们，他们

仍然相信祂的主权。绝不妥协，不做违背良心，违背信念，违背上帝的事。 

 

以赛亚书 Isaiah 55:8-9   

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9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作为一位基督徒，我们要承认基督才是主。不是祂依照我们的方法做，而是我们依照祂的方法

做。即便结果跟我们想的或期待的不一样，我们要依然相信祂仍然是掌管一切的神，祂必不离

弃我们。 

 

但以理书 Daniel 3:19-23 

19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

常更加七倍。20 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捆起来，扔在烈火的

窑中。21 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22 因为王命

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烧死。23 沙得拉、米煞、亚伯

尼歌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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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坚信神的主权而带出了奇妙的神迹，美好的见证，神与他们同在。 

1）尼布甲尼撒亲眼见证神迹 

但以理书 Daniel 3:24-25 

24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

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25 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

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2）在场的官员一同见证神迹 

但以理书 Daniel 3:27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

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3）尼布甲尼撒当众称颂荣耀神 

但以理书 Daniel 3:28 尼布甲尼撒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

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4）尼布甲尼撒降旨维护神的名 

但以理书 Daniel 3:29 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讟沙得拉、米煞、亚伯尼

歌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5）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被提升 

但以理书 Daniel 3:30 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一个信靠主的人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叫他惧怕，没有什么重担他不能担负，没有什么环境他不能

歌唱，没有什么旧性他不能治死，没有什么安排不是他的好处，没有什么胜利不是出于恩典。

我们要坚决敬畏神多过敬畏人的信念，坚持对上帝的忠诚，相信祂的主权。绝不妥协，不做违

背良心，违背信念，违背上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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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曾遇上的某件事物而令你对神的信心有动摇的经验。你结果如何得胜？Please 

share an experience of something you have encountered that has shaken your faith in 

God. How did you eventually overcome it? 

 

Q2. 请分享一件因你对神的坚持和坚信而彰显了神那奇妙的神迹和见证的一件事。Please 

share an event that demonstrated God's wonderful miracle and testimony because of 

your persistence and faith i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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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请分成 2-3 人一组，分享要如何提升或增强自己对神的信心，在无论遇上怎样的状况，都

能坚持的敬畏神和坚信祂的主权。过后为彼此代祷。Please divide into groups of 2-3 

people and share how can you improve or strengthen your confidence in God. No 

matter what the situation, you can persist in fearing God and believe in His sovereignty. 

Then pra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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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欢迎回家 

• 我们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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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开始的日期有待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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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可在那个星期的聚会的周三晚上 9.00 预订门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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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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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查经法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基本的圣经知识，例如：旧约和新约的顺序，不同圣经版本的基本知识以及

如何有效地阅读圣经。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简易查经法”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

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2021 年 4 月 11、18 日和 5 月 2 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 3-5 点 

报名链接：https://forms.gle/9kt3WKpUKjvNKL646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4 月 8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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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