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8 周（2021 年 5 月 2 日–2021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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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跳水
目的：留意别人的说话及反应
内容：
1. 组员围圈坐，组长开始说：“一只青蛙”，第二人：“一张嘴”，第三人：“两只眼睛”，
第四人：“四条腿”，第五人：“扑通！扑通！”。第六人：“跳下水”。
2. 继续下一位组员便要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
扑通！”、”跳下水“。
3. 接不下去的组员便退出，剩下最后一位是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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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一切歌颂赞美

避难所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It Chhe Ko Siong O Lo

Pi Lan So'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一切歌颂赞美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I si Ia-so' I si Ia-so'

It chhe ko siong o lo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祂是我的神

都归我主我的神

是我们的力量

I si goa e Sin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是我们在患难中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我要赞美祂

我们高声呼喊

随时的帮助

Goa beh o lo I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Sui si e pang cho'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高举耶稣之名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Ko ki Ia-so' e mia

祂是我的磐石

哈-利-路-亚!

I si goa e poa* chioh

Ha-li-lu-ia!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歌颂祂
Goa beh ko siong I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Ha-li-lu-ia,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要赞美祂

O lo Chu, Ha-li-lu-ia

Goa beh o lo I

*我要来赞美祂

哈-利-路-亚!

Goa beh lai o lo I

Ha-li-lu-ia!

我要来敬拜祂

赞美主, 哈利路亚

Goa beh lai keng pai I

O lo Chu, Ha-li-lu-ia

我要来服事祂

赞美主, 哈利路亚

Goa beh lai hok sai I

O lo Chu, Ha-li-lu-ia

我要永远跟随祂

哈-利-路-亚!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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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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抬瘫子的人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4 月 24 日
马可福音 Mark 2:1-5
1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2 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
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3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4 因为人多，
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缒下来。5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这四个无名英雄，圣经没有讲他们的名字，只是称他们为“有人”。但他们是“有心人”，可
以称为「三心级」的朋友，成为抬瘫子的人，帮助他见着耶稣，并且得着医治，领受救恩！
如何成为抬瘫子的人？
1. 爱心 – 看见需要，出手相助 Love – See the need, offer a helping hand
马可福音 Mark 2:3-4
3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4 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
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缒下来。
这四个朋友拥有的第一颗心是「爱心」，就像耶稣一样。
马太福音 Matthew 9:35-38 (CCB)
35 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导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36 祂看见众
人，心里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好像没有牧人的羊。37 耶稣对门徒说：“要收割的
庄稼很多，工人却很少。38 因此，你们要祈求庄稼的主人派更多的工人去收割。”
耶稣要我们有祂同样的眼光，能看见，心怀怜悯，跟随祂的脚踪，服侍帮助有需要的人，和传
福音。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3:4 爱是恒久忍耐，…
可是因为有爱，就不会放弃。
“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 —— 德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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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就会在乎，
有爱，就会看见需要，
有爱，就愿意付代价，
有爱，就不放弃希望！
“我们很少人能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小事。” —— 德蕾莎修女
约翰福音 John 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求主恢复我们对赢得灵魂的爱火，重新燃烧起来！
2. 同心 – 兄弟同心，其利断⾦
Unity – There is great power when working with one heart
四个人不只是要有爱心，他们还要「同心」才能把这个瘫子朋友抬到耶稣的⾯前。他们愿意彼
此配搭，彼此合作，这个瘫子才能被抬到耶稣那里得医治！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3 (CCB) 以和平彼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如果我们失去合一，在团队的服事里有破口，我们即使做的再多，祝福也留不下来，因为都从
破口流走了，使我们白忙了一场。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3 (CCB)
2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 以和平彼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彼此合作，不坚持自己的想法或方法，而是竭力持守，尽⼀切力量做事。
3. 信心 – 全然相信，坚持到底 Faith – Believe completely, persevere to the end
马可福音 Mark 2:3-4
3 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4 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
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缒下来。
这四个人对耶稣充满了信心，他们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为了让瘫子能够来到耶稣
的面前，竟然把人家屋子的屋顶拆了！
马可福音 Mark 2:5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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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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不是看现在的样式，乃是看他在主里面被改变的未来的样式。
“信心”可带来创意，也不怕麻烦。
“喔，但愿我们今天有比这更大的信心！” —— 司布真
马可福音 Mark 2:8-12
8 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9 或对瘫子说‘你
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10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
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11“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12 那人
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
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证明了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祂赦免了瘫子的罪，还医治好他的瘫痪，因为祂就是神。当我
们相信耶稣时，祂使我们得着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20
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让我们愿意像这四个人一样去将瘫子抬来，让教会成为一个瘫子蒙福的教会。不求自己的名被
知道，被夸奖，只求行神所要我们行的事，真心关怀人，幫助人。
“神喜悦那些怀着喜悦给予的人。如果你怀着喜悦给予，你将会给予的更多。一颗喜悦的心来
自一颗燃烧着主爱的心。” —— 德蕾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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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收到帮助的一个情况。你有什么感受和感想？Please share a situation where
you received help. How do you feel and what is your thought?
Q2. 你认为同心可以带来什么效应？你要在哪方面同心？What effect do you think unity can
bring? Which area do you want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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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请分享你需要帮助的地方。你要如何才能拥有坚持到底的信心，全然相信神必帮助你？
Please share where do you need help. How can you have the faith to persevere to the
end, believing that God will hel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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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注册地址

由于我们教会的办公室已搬迁，教会的注册地址将从 5 月 1 日起更换成新办公室的地址：
12 Tai Seng Street, Luxasia Building #04-01A, Singapore 534118
请把发给我们教会及附属机构的支票和信件邮寄到新地址。


常年会员大会

• 我们教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5 月 12 日，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举行。会友可以通过以下方
式索取常年报告：
o 到触爱中心的咨询服务台自行领取
o 通过快递递送，费用由收件人支付
• 若要索取常年报告及登记出席常年会员大会，请在 5 月 7 日，中午 12.00 之前到这个网址提
交表格 fcbc.org.sg/agm2021。
• 常年会员大会和常年报告仅限坚信浸信教会的正式会友出席和领取。
• 由于实体场地的座位有限，我们会透过电邮通知已表示会出席会员大会的会友到我们的票务
平台为自己索取门票。
• 只有持有效门票的会友才能出席会员大会。
• 票务平台将于 5 月 8 日之后关闭。
• 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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