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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36 周（2021 年 9 月 5 日–2021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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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做什么？ 

目的：测试组员的记忆力，及是否容易被人影响 

时间：5 分钟  

内容：组员围圈坐，第一个人向右边的人做一个动作，但口中却说出另一个动作。例如，他手

中做着刷牙的动作，但右边的人问“你在做什么”时，他要一面继续刷牙，一面回答“我在绑

鞋带”，接着，第二个组员就要绑鞋带，右边的组员要问“你在做什么”，他则继续绑鞋带，

但口中说“我在放风筝”，如此类推，直至每人轮流玩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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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信的群体：我们的异象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8 月 28 日 

 

今年是 FCBC 成立 35 周年，感谢上帝使用这间教会成为新加坡的祝福，也成为万国的祝福。

坚信（群体）浸信教会是一个坚信的群体。一个坚信的群体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异象，不是个人

的异象，而是大家都拥抱的一个共同的异象。 

 

箴言 Proverbs 29:18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每个群体都要有个异象，若没有异象，民就会放肆，会失去生活的意义和盼望。异象就是相信

上帝要因我们存在而看见的事，也就是因着我们的存在，相信上帝要让我们看见，将来会发生

的事情。坚信浸信教会的异象（2021 年）就是：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 

 

唯一比失明更糟的是，虽然看得见，却没有异象。 —— 海伦·凯勒 

 

希伯来书 Hebrews 11:1-2 (CCB)  

1 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2 古人因有这样的信心而得到了赞许。 

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需要的就是信心。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虽然事情还未发生（盼望的事），现

实还未存在（还没看见的事），不过我们却很有把握，也很确定这些事都会发生，都会存在。 

 

为什么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对我们那么重要？ 

 

1. 展示出神的真实 To Demonstrate the Reality of God 

 

当我们活出“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的生命时，我们展现出神的真实。虽然神不需要我们证明

祂的真实，因为祂本来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但很多时候，祂选择藉着我们来展示出祂的真实。 

 

希伯来书 Hebrews 11:2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见证）。 

当我们分享见证时，我们是在见证神的真实。神喜悦透过人来做事，使用我们完成祂的旨意。 

 

希伯来书 Hebrews 11:11 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 

当时的现实是亚伯拉罕与撒拉是不可能有孩子的，最终藉着上帝的大能，一个新的现实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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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Hebrews 11:29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要出埃及时，被困住了，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当时的现实是以色列人根

本就没有出路，但一个新的现实发生了，上帝透过摩西分开红海，使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 

 

希伯来书 Hebrews 11:30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攻耶利哥城。他们在那边行军，然后吹号角，城墙就倒塌了，一个新的

现实就发生了。 

 

约书亚记 Joshua 6:27 (CCB) 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他的声名传遍各地。 

这个声名不只是因为约书亚是一个伟人、勇士或最好的将军。它与经文的第一部分“耶和华与

约书亚同在”有关。周围的人看到神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因此展示出神的真实。 

 

2. 对神忠心的生活 To Live Faithfully to God  

 

“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是一个让我们活出对神的信心的方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表示我

们真正忠心于神。若我们忠心于神，我们就会活出一个体现出我们信心的生命。我们会遵守祂

的话，我们会做祂要我们做的工，我们会去祂呼召我们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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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就是要相信和信靠上帝，但也不止于此，我们也要按照我们对神的信心

行事，去做需要用信心做的事情，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 

 

在希伯来书 11 章记载了圣经伟人的信心行动： 

 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 

 挪亚因着信，建造方舟 

 亚伯拉罕因着信，往异地去 

 摩西因着信，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约书亚因着信，攻陷耶利哥 

 喇合因着信，保护了探子 

 

只有当我们凭着信心生活，像这些英雄以行动证明他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才能算是忠心的门徒。

我们的现实不是这个疫情，我们的现实是要照着神所说的、所吩咐的去做。若神带领我们去做

某件事，无论是挑战歌利亚，或攻打耶利哥城，因着信，神会让我们创造一个还未存在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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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25:21/23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

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在才干的比喻中，首两个仆人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把原本的五千银子变成十千，两千银子变

成四千。但最后的仆人，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他没有凭信心而行动，没有忠心完成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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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要以信心在还未存在的现实中，为上帝创造出什么现实？Please share by faith, 

what reality you want to create for God among those that do not yet exist? 

 

Q2. 请分享一个在你的生命中能展示出神的真实的见证。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that can 

demonstrate the reality of God in your life. 

 

Q3. 请分享你要如何过一个对神忠心的生活。Please share how you want to live a life 

faithfully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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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将于 9 月 15 日（星期三），晚上 8.00 至 9.30 召开领袖会议。 

• 会议将在 YouTube 线上进行。届时，领袖们将会收到由各自的团队牧师所发出的链接。 

•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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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代儿童的儿童节庆祝活动 

• 今年的儿童节，G 代儿童将进行名为 Zoom Out 的庆祝活动。这是一场在 Zoom 平台上以英

语进行的网上逃生室游戏。 

• 2 至 12 岁的孩子们会在游戏中将引导破解谜团，好让他们的队伍能顺利逃脱。 

• Zoom Out 将于 10 月 9 和 10 日，在小组聚会的时段里进行。 

• 每位报名参加的儿童将获得一份游戏礼包。 

• 请在 9 月 19 日之前上网 fcbc.org.sg/zoomout 报名参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