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6 周（2021 年 4 月 18 日–2021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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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虫
目的：考听觉和手的反应
内容：
1. 每组围圈坐，每人伸出左右手，左手围成一个小圈，右手食指放进右边人的左手小圈中。
2. 大家准备好后，带领者说一个简单的故事，若有提到“捉”或“虫”的字音时，大家便需立
刻捉着别人的食指，但同时也要缩回自己的食指。被捉手指为输，捉到别人手指为胜。同时被
捉又捉到别人的当和。
变化：再玩几次可变化只讲“捉”或“虫”，或其他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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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给我新的心

Goa E Siong-Te

Ha-Li-Lu-Ia! Lai O Lo Chu

Ho’ Goa Sin E Sim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Ha-li-lu-ia! Lai o lo Chu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我要尊崇祢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手里拿著我的心

Goa beh chun chong Li

Ha-li-lu-ia! Lai o lo Chu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Ha-li-lu-ia! Lai o lo Chu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我要尊崇祢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求祢悦纳我的心

Goa beh chun chong Li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我要永永远远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哦我放我这颗心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称颂祢的名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在祢的手里面

Chheng siong Li e mia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Ti Li e chhiu lai bin

我要永永远远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请祢给我新的心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向我的主敬拜

会明白祢的心意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Oe beng pek Li e sim i

求帮助我主圣灵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给我越来越爱祢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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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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4 月 10 日
创世记 Genesis 25:26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雅各在母胎里就已经与他的兄长以扫争着要先出母胎作长子。长大后因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
雅各便趁他非常疲倦时，以一碗汤买下了他的长子名分。在母亲的唆使之下，雅各又在父亲面
前骗取了父亲原本要给以扫的祝福。过后因害怕以扫报复杀害，雅各便逃到他的舅父拉班那里。
雅各在舅父家里总共住了二十年，为舅父的两个女儿服侍他十四年，又为舅父的羊群服侍他六
年。他又十次被舅父改了工价！在与舅父重新讲定工价之后，雅各以手段使自己的羊群发达，
导致舅父和他的儿子们的忌恨而逃离舅父的家。雅各在回乡途中因为害怕与兄长以扫相见，所
以作了特别的安排。一切安排就序，雅各的家人，仆人和牲畜都过了雅博渡口，只剩雅各一人
整夜向神祈祷。
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
1. 倚靠神、向神祷告 Rely on God, Pray to God
创世记 Genesis 32:9-12
9 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10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
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11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12 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
胜数。’”
雅各祈求神拯救他，提醒神说是祂差派雅各回到亚伯拉罕的土地，并应许要使他亨通，使他的
后裔繁多。雅各独自向神祷告，为自己前面的难处向神奋力祈求。在患难中倚靠神，这是雅各
蒙恩的缘故，正如诗人所说的：
诗篇 Psalm 34:17 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基督徒理当常将一切事交托神，不只是在困难时才求告神，要有信心求。在半夜，当雅各孤身
一人为他的生命恐惧时，他与一个人摔跤。雅各遇到耶和华的使者，他的瘸腿成为他的力量和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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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Genesis 32:24-31
24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25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
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26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27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
雅各。”28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
胜。”29 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
雅各祝福。30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毗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
保全。”31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以色列乃是雅各得胜的开始。一个全新的雅各，瘸着腿走过雅博渡口。见以扫来了，自己走在
队伍的最前头，一拐一拐的迎向以扫，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走近他的哥哥。这时以扫所见到
的弟弟，和他心目中二十年前的雅各，完全变了样，心中的仇恨瞬间化消。以扫跑去迎接雅各，
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眼泪化解了兄弟间一切的恩仇。这个信实
的神，信守祂的一切承诺，保守雅各的平安。这位充满智慧的神一路牵引雅各，使他瘸腿，软
弱，方能紧抓着神。
2. 感谢神、献上感恩 Thank God, Offer Our Thanksgiving
创世记 Genesis 35:9-15
9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10 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
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11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
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12 我所赐给亚
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13 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14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 15 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雅各重回伯特利，来坚立当初所许的愿，表明了以耶和华为神的心志。雅各感谢神，向祂献上
无限的感恩。
诗篇 Psalm 116:12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这祝福是从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传下来的。而他也必须继续将这祝福传下去，因为
神的应许是永远的。因此，雅各感谢神、向祂献上感恩的祭，同时宣告这一切都是神的赏赐。
希伯来书 Hebrews 11:21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
拜神。
雅各临终时，“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句话不但提示他对神的信心，为着神将会借他自己所预
言的事，赐福他的子孙而感谢神。更表示为这瘸腿的经历，他特要在垂死的时候，起来扶杖敬
拜神，献上他最后的感谢，承认神在这件事上的奇妙作为，乃是他一生之中最值得纪念，感恩
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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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Psalm 105: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但愿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雅各这种经历：实在地认识自己的软弱，又实在地信赖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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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面对各种难处的时候，你是否会效法雅各的榜样倚靠神，向神祷告？为什么？When
you face various difficulties, will you follow Jacob's example and rely on God and pray
to God? Why?
Q2. 请分享一件神应允你的祷告后，你感谢神 并向祂 献上感恩的见证 。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that after God has answered your prayer, you thank God and offer Him your
thanks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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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于 4 月 24 日恢复福建的实体聚会。我们已在教会的网站上更新了有关实体聚会轮替表
的最新资讯。你可以上网 fcbc.org.sg/zh/welcomehome 查看此轮替表。


欢迎回家，G 代儿童

我们将于 5 月 1 日开始恢复部分的 G 代儿童的实体聚会。聚会将适合介于 18 个月到 6 岁的学
龄前儿童。• 此聚会将与我们的英语和华语的实体聚会同时进行。我们会在下个周末公布更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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