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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9 周（2021 年 5 月 9 日–2021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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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恩典 

目的：学会感恩 

内容： 

1. 把组员分成 3 个人一组的小组。 

2. 组长说：“请大家用两分钟的时间，简单叙述在你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神的恩典。” 

3. 如果有人说自己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那些经历过的组员可以一起为他/她祷告，祝福他/她

有机会经历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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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赐我自由 
Su Goa Chu Iu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来到我的里面 
Lai kau goa e lai bin 

来到我的生活 
Lai kau goa e seng oah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主耶稣 
Chu Ia-So'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我口敬拜祢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哦我主, 当敬拜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因祢爱, 救赎我 
In Li ai, kiu siok goa 

脱罪恶入光明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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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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血漏病女人的信心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5 月 1 日 

 

马可福音 Mark 5:25-34 

25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26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

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27 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

衣裳，28 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9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

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31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32 耶稣周围

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

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34 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

灾病痊愈了。” 

十二年来，这个患血漏女人并没有放弃希望，圣经上记载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是更重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她已经没有希望了。

所幸她在人的手里找不到医治时，当她听闻耶稣医病的神迹，愿意来寻求耶稣，再一次燃起信

心的火花。 

 

如何效法患血漏病女人的信心？ 

  

1. 聆听的心 - 要相信，不要看环境  

Listen – Believe, don’t look at the environment 

 

马可福音 Mark 5:27 她听见耶稣的事… 

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听见耶稣的事，她听见耶稣能医治病人，而且病能痊愈。 

 

马可福音 Mark 1:32-34  

32 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33 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

前。34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圣经说到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医治好瞎眼的，耳聋的，瘸腿的等患各样病的人，而且也赶出

许多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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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Mark 1:40-42 

40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41 耶稣动了

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42 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听见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便对耶稣产生了信

心。她相信耶稣能医治他人，也一定能医治她。 

 

2. 行动的心 - 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凭信心而行  

Act – Take the first step boldly, do it by faith 

 

为要经历耶稣的医治，信心需要用行动来证明。 

 

马可福音 Mark 5:27 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  

因为血漏是被视为不洁，凡摸到她的，也被视为不洁，所以她杂在人群中间，不想被人发现。

我们不难想像，这个女人多年来饱受歧视，纵然她满有医治的信心，但她还是要鼓起很大的勇

气来到耶稣的地方。这个胆怯的女人不敢公开来到耶稣面前祈求，但她有信心，她相信耶稣必

能医治她。圣经告诉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放眼在那看不见的，而不是凭着眼见。若是凭着眼见，就会很容易失望。

于是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心里说，“我只摸祂的衣裳，就必痊愈。”  

 

马可福音 Mark 5:28-29 

28 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9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

的灾病好了。 

她的指尖一触摸到主身上的衣裳，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这时，

她经历了耶稣的医治，再不仅是听见，而是自己亲身的体验，直接的经历。 

 

马可福音 Mark 5:30,32 

30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32 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耶稣清楚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从经文 32 节可见，主耶稣是全知的，祂并非不知道谁

摸祂的衣裳。祂之所以问这句话，乃是要这女人不要在暗中蒙恩，而要勇敢地在光明中做蒙恩

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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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Mark 5:33-34 

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34

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这女人本想悄无声息地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然后再悄无声息地从人群中消失，但耶稣却定意要

找到她。她知道自己不能隐藏，就恐惧战兢地出来，将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当众讲了一遍。

主立即印证她的信心，叫她出来，亲自祝福她，当众宣告她的信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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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患血漏病女人的信心，让你学习到什么功课? What lessons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aith of this woman with bleeding issue? 

 

Q2. 请分享你要如何凭信心听神的话而勇敢踏出第一步? 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boldly 

take the first step by faith by listening to God'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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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