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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3 周（2021 年 1 月 17 日–2021 年 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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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愁变喜乐 

目的：学会不论在顺境逆境都要赞美上帝。 

时间：10 分钟  

内容：所有组员围成一圈坐下，由一人开始分享最近遇到的烦心或难过的事或感受。右手边的

人要把上一个人所说的，换一个角度变成积极的并值得感恩的。轮流分享，结束时大家把荣耀

和赞美归于上帝，并宣告，时时、事事依靠上帝，相信上帝的计划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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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举手赞美祢 (2X) 
Goa beh giah chhiu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Goa beh thiau bu o lo Li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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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信心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 月 9 日 

 

列王纪上 1 King 18:41-46 (CCB) 

41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去吃喝吧，因为我已听见大雨将临的声音。” 42 亚哈就去吃喝。以

利亚上到迦密山顶，跪在地上，脸伏在双膝之间。43 他吩咐仆人：“你去向海的方向观看。”

仆人就去观看，然后说：“什么也没有。”以利亚又让他去观看，前后共七次。44 第七次，

仆人说：“我看见一朵手掌那么大的云从海里升起来了。”以利亚便吩咐他：“你去告诉亚哈，

叫他套车下山，免得被雨阻挡。” 45 霎时间，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下起大雨。亚哈坐

着马车回耶斯列。46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带，飞奔回城，在亚哈之前到

达耶斯列的城门。 

 

上帝要教导和带领我们如何的超越极限。让我们凭着信心、顺服，跨越所面对的挑战，突破局

限，建立起无限的信心。 

 

雅各书 James 5:17 (CCB) 以利亚先知和我们一样同是血肉之躯… 

雅各说以利亚和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是容易受其它事情影响的平凡人。但是，当以利

亚被上帝呼召时，他凭着信心，全心顺服上帝，使他被上帝大大的使用！ 

 

列王纪上 1 King 18:1-2 (CCB) 

1 旱灾持续了三年。一天，耶和华吩咐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我要降雨在地上。”2 以利

亚就去见亚哈。当时，撒玛利亚正遭受严重的饥荒。 

我们也要能够超越极限，跨越所面对的挑战，突破局限，建立起无限的信心。 

 

如何能建立起无限的信心？ 

 

1. 信心的视角 A Faith Perspective 

 

可以超越极限，是因为拥有信心的视角，抓住上帝的应许。 

 

列王纪上 1 King 18:41 (CCB)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去吃喝吧，因为我已听见大雨将临的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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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因为拥有一个信心的视角，所以能够超越极限，建立起无限的信心！我们也要透过信心

的视角来看待一切的事物。 

 

信心是一个实在且不可动摇的把握，深信神的恩典，以致宁死不屈。——马丁路德 

信心永远走在眼见和感觉之前，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 

 

不信的人只能看见困难，信的人却看见在他们和困难之中有上帝。——戴德生 

 

列王纪上 1 King 18:42 (CCB) 亚哈就去吃喝。以利亚上到迦密山顶，跪在地上，脸伏在双膝

之间。 

以利亚上到迦密山顶，然后跪在地上，脸伏在双膝之间。这样他便能够更专注在上帝的同在和

应许里，用信心的视角观看，不被打扰，不会分心！ 

 

我们的位置能改变我们的视角。当我们站在一个错误的位置，我们的视角就会受到局限，被阻

挡，影响我们所能看到的。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7 (CCB)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凭眼见。 

当我们遇见无法跨过去的障碍时，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脚前，恳切的祷

告，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信心的视角，看见祂的同在和大能。 

 

2. 信实的坚持 A Faithful Persistence  

 

坚持相信上帝的大能和应许，永不放弃！ 

 

列王纪上 1 King 18:41-43 (CCB) 

41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去吃喝吧，因为我已听见大雨将临的声音。”42 亚哈就去吃喝。以

利亚上到迦密山顶，跪在地上，脸伏在双膝之间。43 他吩咐仆人：“你去向海的方向观看。”

仆人就去观看，然后说：“什么也没有。”以利亚又让他去观看，前后共七次。 

 

有信心的人，是那些在信仰上对上帝忠诚到底的人。 

有信心的人，不会被悖逆的洪流沖走，在重重的挑战、迷惑和引诱中，坚守对上帝单纯的信仰。 

有信心的人，即使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与失败，依然选择相信上帝。 

 

马太福音 Matthew 7:7 (CSBS) “不断祈求吧，就会给你们；不断寻找吧，就会找到；不断

敲门吧，就会为你们开门。 

坚持是“牢牢地粘在胶上、持之以恒、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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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乃是看他所相信的上帝如何。——倪柝声 

 

列王纪上 1 King 18:44-45 (CCB) 

44 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一朵手掌那么大的云从海里升起来了。”以利亚便吩咐他：

“你去告诉亚哈，叫他套车下山，免得被雨阻挡。”45 霎时间，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

下起大雨。亚哈坐着马车回耶斯列。 

以利亚坚信上帝的应许，不凭眼见，只凭信心，不住的恳切祷告。 

我们要拥有信实的坚持，相信上帝。当祷告之后，即使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变化，我们依然

还是要紧紧抓住上帝，继续抓牢上帝的应许，绝不放弃。 

 

信心是勇敢踏步，走在钢线上。信心是在面临万难中，坚韧不拔地持守。 

 

以赛亚书 Isaiah 43:18-19 (CCB) 

18 耶和华说：“不要想念过去，不要留恋往事。19 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这事现在就要发

生，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吗？我要在旷野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上帝要我们放下过去，过去种种的不如意，过去的失败，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透过信心的视角， 

抱着信实的坚持，超越极限，建立起无限的信心和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转化社群，服事万

国！ 

 

透过信心的视角，学习抓住上帝的应许，迫切地祷告，信靠上帝，我们就能看见上帝的同在和

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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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因为经历某些事物而对上帝的应许失去了信心？请彼此真诚的分享。Have you 

ever lost faith in God's promises because of what you have encountered? Please share 

with each other sincerely. 

 

Q2. 请彼此分享到目前为止，你依然还在坚持的向上帝祷告而还没看见突破的事项？Please 

share with each other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you still persist in praying to God and 

haven't seen a breakthrough so fa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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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会议 

• 我们想于 1 月 20 日，星期三与所有的领袖在线上会面。 

• 领袖会议将于晚上 8.00 - 9.30 进行。 

• 会议将在 YouTube 进行，届时你们的团队牧师将与你分享链接。 

•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 你可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