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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34 周（2021 年 8 月 22 日–2021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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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恐惧 

目的：了解组员面对恐惧时，是否学习倚靠圣灵战胜恐惧。  

内容：请组员分享一件令自己恐惧的事，对比一下，自己的恐惧心理在信主前后的变化。 

1. 若是已经克服了恐惧，请他/她分享见证； 

2. 若是仍然恐惧，鼓励他/她学习倚靠圣灵的能力，战胜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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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等候在祢的面前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天军向祢跪拜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主我双手举起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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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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有能力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8 月 14 日 

 

使徒行传 Acts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当我们倚靠圣灵，我们将得着能力胜过罪的捆绑，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命。 

 

约翰福音 John 14:12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

更大的事，... 

倚靠圣灵的人有能力做耶稣所做的事情，甚至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藉着圣灵，我们就会满有

能力，能做一切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工，完成祂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旨意。 

 

倚靠圣灵，我们能得着： 

 

1. 活出新生命的能力 The power to live a new life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的那一天起，圣灵就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主里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成为过去。圣灵必会赐给我们能力活出一个圣洁和讨神喜悦的生命。

因此，我们要多多亲近圣灵，倚靠圣灵。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若我们没依靠圣灵所赐的能力，将永远不能活出重生的新生命。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8, 10, 15, 17-18 

8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10 总要察验何

为主所喜悦的事。15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17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

白主的旨意如何。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提醒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要知道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

愚昧，不要糊涂，要像智慧的人，要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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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不断地泄气。 —— 德怀特.穆迪 

 

2. 为主作见证的能力 The power to witness for God 

 

使徒行传 Acts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我们必须倚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去分享我们的见证，大胆传扬福音。 

 

彼得前书 1 Peter 3:15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我们要准备好我们 1-3 分钟的得救见证，能随时随地与别人分享。 

 

使徒行传 Acts 1:4-5 

4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

听见我说过的。5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耶稣知道祂的 12 个门徒倚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完成传福音的使命，耶稣吩咐他们一定要等

候圣灵的降临。只有当我们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才能为主作见证，传福音。 

 

使徒行传 Acts 2:1-4 

1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

他们所坐的屋子；3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

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在五旬节那日，神所应许的圣灵终于降临。圣灵充满门徒，赐给他们满满的能力，他们从胆怯

变成勇敢，从脆弱变成刚强。这些平凡的门徒都成为了神超然的见证人，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 

 

3. 祷告祈求主的能力 The power to pray 

 

罗马书 Romans 8: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

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圣灵能赐给我们祷告的能力，圣灵甚至会代替我们祷告。 

 

祷告好像无所事事，但却是最重的工作，因为我们祷告时，神就为我们工作。 —— 滕近辉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4:2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

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我们能用方言来祷告。方言祷告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在天国的时候多多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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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我们不只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家人、朋友、小组、教会、邻舍、职场、国家和世界代祷。 

 

4. 行神迹奇事的能力 The power to perform miracles 

 

马可福音 Mark 16:17-18  

17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18 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

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真心相信，神迹奇事就会随着我们。 

 

马太福音 Matthew 21:22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没有经验，平凡的基督徒都能经历神迹奇事，因为需要的只是一颗单纯的信心。 

 

雅各书 James 1:6-7 

6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7 这样的

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若我们带着疑惑的心态祷告，将不会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2:4-5 

4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5 叫你们的信不在

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神迹奇事印证了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是带着能力的。 

 

人人需要被圣灵充满，每天要被圣灵充满，永远被圣灵充满。 —— 宋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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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请分享一个你之前无法改变的缺点，但现在却完全改变了。 

How has your life changed after believing in the Lord? Please share a shortcoming that 

you could not change before, but now it has completely turned around. 

 

Q2. 请分享你个人得救的见证，并以信心宣告你要在何时与谁分享这个见证。Please share 

your personal salvation testimony, and declare by faith when and whom do you want 

to share this testimon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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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请分享一个你祷告了许久但还没有实现的祷告项目，过后组长带领大家为这些项目一起同

心祷告。Please share an item that you have prayed for a long time but have not been 

answered. Thereafter, th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together for thes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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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实体聚会 

• 以下的团队将参加下个周末在触爱中心进行的实体聚会： 

o 英语聚会，星期六，晚上 7.30 - 王福强与高秀凤牧师  

o 华语聚会，星期日，上午 11.30 -  锺金明与郑慧婷牧师 / 彭伟纶与张翠翠牧师 

• 票务网站将于每个星期三晚上 9.00 开放，供你预订门票。 

• 你的团队牧师会将使用票务网站(fcbc.org.sg/ticketing) 的密码发给你。 

• 欲知更多有关实体聚会的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