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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37 周（2021 年 9 月 12 日–2021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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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时光机	

目的：展望未来，增进自信		

材料："时光机座椅"、纸、笔		

内容：		

1. 组长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未来取向的游戏，各人对未来的展望，投射他现在的感受，并由

其他组员的回应中，增进其自信心。		

2. 每人用 2 分钟的时间，想想自己 5 年后会是什么摸样。把自己未来的展望及人生观写在纸

上。		

3. 各人轮流坐上时光机，述说自己五年后的情形（年数可由组长弹性设定）。		

4. 讲述完毕，各人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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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火 
Hoe Hoe Hoe 

 

火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圣所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信徒们在此等候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世界 
Chhiong moa che se kai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避难所 
Pi Lan So'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是我们的力量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是我们在患难中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随时的帮助 

Sui si e pang 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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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保守我的心 
Po Siu Goa E Sim 

 

主啊保守我的心 
Chu ah, po siu goa e sim 

胜过保守我的一切 
Seng koe po siu goa e it chhe 

因为一生的果效 
In ui it seng e ko hau 
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Si tui goa e sim lai hoat chhut 
 

*哦恳求主洁净我心 
O khun kiu Chu kiat cheng goa sim 

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Ui goa cho chit kho chheng kiat e sim 

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 
Khun kui Seng Leng khia ti goa lai bin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Ho' goa tiong sin u chia* tit e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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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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策略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9 月 4 日 

 

我们这个坚信的群体有共同的异象，就是“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异象，

也是每个会友所拥抱的异象。可是单单有异象是不够的，我们的异象需要建立在共同的策略上。 

 

“没有策略的异象仍旧是一种幻想。”——李褒曼 

 

我们的策略是 G12异象。G12异象与策略是细胞小组教会的门训模式，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信念：每个基督徒都被赋予能力和受托去塑造门徒、服事万民及领导教会。 

一个结构：教会以 12 人一组作为管理的系统，效仿耶稣。 

 

G12异象有什么能力？ 

 

1. 挑战我们的信心  It Challenges Our Faith 

 

创世记 Genesis 12:1 (CCB)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家乡、亲族和父亲的家，到我要

指示你的地方去。 

耶和华上帝挑战亚伯拉罕的信心，告诉他必须离开现在的生活，离开他熟悉的地方。其实当时

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要去迦南地。上帝开始的时候没有告诉他地点在哪里，只说“到我要指示

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才能照着上帝的指示做。 

 

希伯来书 Hebrews 11:8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

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这就是在挑战信心。若我们的信心不被挑战，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信心的群体。若我们要完成

这个异象，若我们要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成为坚信的群体，我们必须接受信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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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她以为

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 

以撒出世的时候，亚伯拉罕 100岁， 撒拉 90 岁。他们的信心受到挑战，原本认为这是不可能

发生的事，但是上帝就是创造奇迹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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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信心，相信G12 这个策略必会使我们达成我们教会的异象。我们要敢于相

信能被上帝使用，寻找我们的 12门徒，这是我们的责任。 

 

2. 增长我们的群体  It Grows Our Community 

 

创世记 Genesis 12:2 (CCB)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声名远播。你必成为别

人的祝福。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会使他成为大国，祝福这个国，使这个国的国民成为别人的祝福。这里的重

点是关于群体和子民。所以 G12异象就是在增长我们的群体。这里有两个含义： 

 

I．数字上的增长。当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负责任、参与事工，每一个信徒对大使命有负担，我

们一定会看见数字上的增长。 

II．我们增长才真正的明白要成为一个群体是什么样子，独自一人是不可能成就 G12 异象的。

当我们成为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发现很多问题的存在。如：摩擦、冒犯、伤害等。有

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才能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群体。 

 

G12 异象增长我们的群体，因为这个事工与带领教会的责任，不单单是落在某些人的身上，而

是每个信徒都必须有的责任。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1-12  

11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

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各尽其职参加训练, 完成大使命。当我们一起去做时，就能够一起成为一个群体成长。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当我们受到培训成为群体时，我们在真道上才能同归于一。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才可得以长大

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若不在群体当中，就不能学习如何更像耶稣。当我们听到G12 的

策略时，我们看到它强调群体的重要性。它挑战我们必须去选择一个群体，告诉我们在这当中

有一个增长的途径。 

 

以弗所书 Ephesians 3:20-21 (CCB) 

20 上帝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能够丰丰富富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 愿祂在

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上帝能够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就是成为一个坚信群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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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帝要挑战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称自己为坚信的群体，那这必定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一个坚信的群体不是一个停止的群体，所以我们的信心将会继续受到挑战。 

第二，我们要增长我们的群体。我们知道 G12 策略能带领我们成就这一点。 

 

当我们把这两点放在一起时，就使我们成为一个坚信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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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上帝可以使用你成为领袖，并透过 G12异象塑造门徒吗？有什么拦阻你接受这个挑

战呢？请分享。Do you believe that God can use you to become a leader and make disciples 

through the G12 vision? What prevent you from accepting this challenge? Please share. 
 

Q2. 你是否要看见这个群体的增长？你会怎么做？Do you want to see the growth of this 

community? What would you do? 
 

Q3. 请分享你是否愿意兴起来成为组长带领小组？为什么？Please share if you are willing to 

rise up and become a leader to lead a cell group?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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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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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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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