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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3 周（2021 年 10 月 24 日–2021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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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感恩的事情 

内容： 

1. 带领者先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 

2. 接着，让每个人轮流分享至少一件感恩的事情。 

3. 最后让分享最多感恩事项者来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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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等候神 
Tan Hau Sin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救恩是从上帝来 
Goa e kiu un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 
I si goa e poa* chioh goa e tek seng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盼望是从上帝来 
Goa e ng bang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 
I si goa e pang cho' goa e eng iau 

 

*主作我的高台 
Chu cho goa e koai* tai 

我必不会摇动 
Goa pit boe oe io tang 

主是我的力量与避难所 
Chu si goa e lat liong kap pi lan so' 

我要时常倚靠祂 
Goa beh si siong oa kho I 

我要安静等候祂 
Goa beh an cheng tan hau I 

我的荣耀能力拢在上帝里 
Goa e eng iau leng lat long ti Siong-t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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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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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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新异象的季节，重新探讨我们想看见什么，成就什么，重新规划保持一

个框架。当异象更新后就能进入下一个阶段：重新调整。要成功的调整、更正，就必须知道我

们的策略和价值观。当我们完成了调整，最终就能经历：得以更新。这就是神正在带领我们经

历的三部曲。 

 

坚信浸信教会必须经历一个属灵的更新。更新的定意是重新开始、重建和振兴的过程。我们教

会正需要更新，重建我们的根基，重建我们的异象、策略和价值观。 

 

若要经历属灵的更新，我们需要： 

 

1. 打开思维 – 思想神 Open Minds – Focus on God 

我们要打开思维，因为我们的思维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正确的思维会帮助我们属灵的更新；

错误的思维却会阻止我们属灵的更新。 

 

以赛亚书 Isaiah 43:18 (CCB) 耶和华说：“不要想念过去，不要留恋往事。 

我们不要去留恋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不要把自己陷入在往事里面，不要活在过去的日子里。 

 

以赛亚书 Isaiah 43:16-17 (CCB) 

16 耶和华曾在汹涌的大海中开辟道路。17 祂使埃及的战车、马匹、军兵、勇士倾巢而出，一

同倒下，不再起来，像熄灭的灯火一样灭没。 

这是过去神对以色列子民所行的神迹奇事。神吩咐我们不要再留恋过去，不要再停滞在过去的

辉煌史，要打开我们的思维去想神要我们做的新事。 

 

罗马书 Romans 12:2 (CCB) 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

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祂悦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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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要开始属灵更新的过程，必须要打开我们的思维，求主更新。我们不要留恋过去所发生

的，无论是过去的荣耀还是过去的挣扎，要不然我们的思维就会被卡住，无法明辨上帝的旨意。 

 

以赛亚书 Isaiah 55:9 (CCB) 正如天高过地，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

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和意念都高过我们，所以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思维跟随神的意念。 

 

2. 睁开眼睛 – 仰望神 Open Eyes – Look to God 

我们要睁开眼睛，不是要看我们所遭遇的事，而是要仰望神，留意祂已经在做的事情。 

 

以赛亚书 Isaiah 43:19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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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到的是关于视觉，神在教导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不只是我们肉体的眼睛，更重要的

是属灵的眼睛。若我们没有打开眼睛，就经历不到神给我们属灵的更新。 

 

以赛亚书 Isaiah 42:18-20 (RCUV) 

18 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得以看见！19 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

谁比我所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献身给我的人？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20 看见

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听不见。 

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睁开眼睛仰望神，看清楚神的作为。 

 

“问题不在于你在看什么，而在于你看到了什么。” —— 亨利·梭罗 

 

马可福音 Mark 8:18 (CCB) 你们有眼不会看，有耳不会听吗？你们不记得吗？ 

耶稣在教导祂的门徒要睁开眼睛，看清楚神在他们周围所行的神迹奇事。 

 

3. 敞开心门 – 转向神 Open Hearts – Turn to God 

我们的心要转向神，才能跟随祂，才能踏入祂为我们准备的新事物。 

 

以赛亚书 Isaiah 43:19 (CCB) ...我要在野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神告诉我们，祂能行神迹奇事。祂要在旷野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是否要走那条道路，

要喝那江河的水呢？若我们的心是关闭的、刚硬的，我们就不可能会经历到更新。 

 

耶利米书 Jeremiah 17:9 (CCB) “人心比什么都诡诈，无可救药，谁能识透呢？ 

人心是诡诈、混乱、分歧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刚硬的，对于神无动于衷，做一些违背神的

事情，选择不信靠神而信靠自己的聪明。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向神打开，且不愿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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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Hebrews 3:15 (CCB) 圣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见祂的声音，不可像从前那样硬

着心悖逆祂。” 

这样的悖逆，就如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若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能选择把心刚硬

起来，或敞开心门，转向主。若我们要经历属灵的更新，我们必须敞开心扉。 

 

“不要让你所经历的失望阻碍神所要你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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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时常留恋往事，活在过去的日子里吗？你会认为过去的日子比现在更好吗？你会如何

从过去中走出来？Will you always think of the past and live in the past? Do you think 

that the past is better than the present? How would you walk out of your past? 

 

Q2. 打开思维 - 思想神；睁开眼睛 - 仰望神；敞开心门 - 转向神，哪一项是你需要更多的学习

和成长的，以至于能够经历属灵的更新？ 

Open Minds – Focus on God；Open Eyes – Look to God；Open Hearts – Turn to God，

which item do you need to learn and grow more to be able to experience spiritual 

renewal? 

 

Q3. “不要让你所经历的失望阻碍神所要你期待的。”你对这句话有什么见解？轮流分享后，组

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Don't let the disappointment of what you have experienced keep 

you from what God wants you to expect.”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statement? 

After taking turns to share, th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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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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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实体聚会 

•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轮替表如下： 

o 10 月 30 日 - 李永恩与叶丽芬牧师的团队 

o 11 月 6 日 - 傅伟龙与黄静仪牧师的团队 

o 11 月 13 日 - 陈国贤与许丽云牧师的团队 

• 星期日，上午 11.30 的华语聚会则开放给所有会友订票和出席。 

• 我们正在观察当前的疫情形势，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更多有关恢复实体聚会的计划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