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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6 周（2021 年 11 月 14 日–2021 年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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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培养感恩的心，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 

内容： 

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行神迹的神，请分享神在你生命中所行的一件奇妙的事情。每个组员分

享完毕后，组长带领做感恩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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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上帝对咱真爱疼 
Siong-te tui lan chin thia* thang 

咱当怎样来报答 
Lan tioh chai* iu* lai po tap 

跟主己经几落冬 
Te Chu i keng kui loh tang 

信心行踏当配合 
Sin sim kia* tah tioh phoe hap 

大家同心相爱疼 
Tai ke tang sim sio thia* thang 

相爱疼,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sio thia* thang 

咱当相爱疼 
Lan tioh sio thia* th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救恩赐给你 
Kiu un su ho' li 

祂是全能的救主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咱当信靠祂 
Lan tioh sin kho I 

你若心里有忧愁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应当向主求 
Eng tong hiong Chu kiu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平安赐给你 
Peng an su ho' l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拭干我目屎 
Sia* lang oe chhit ta goa bak s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互我得安慰 
Sia* lang oe ho' goa tit an ui 

 

*虽然我的肉体及我的心肠 
Sui jian goa e jiok the kap goa e sim tng 

渐渐地消退 
Chiam chiam e siau the 

总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力量 
Chong si Siong-te si goa sim lai e lat liong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Si goa e hok hun, tit kau eng 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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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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的使者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 

 

“使者”就是“大使 Ambassador”。 

国家的大使是一个在别的国家中代表自己国家政府的最高级别官员。 

天国的使者是一个在这世界上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最高级别特务。 

 

约翰福音 John 18:36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耶稣基督的国，不是属这世界的国，而是属天的国。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1:1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凡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和生命主的人，罪得赦免，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属于这世界，

而是天国的子民。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20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

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是天国的使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要代表上帝的国。当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任务，了解了

我们生命的使命，我们将会活得更有意义，为要成全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旨意。 

 

关于天国使者的事实： 

 

1. 神的拣选 Chosen by God 

 

国家的大使是由国家的领导拣选他们并委托他们担任职务；天国的使者是由上帝亲自拣选的。 

 

约翰福音 John 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

的果子常存，... 

上帝的拣选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怀疑上帝的拣选。当上帝拣选我们做任何

事时，我们的回应都应该是“主啊，我愿意！”或“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27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

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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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通过祂所选择的人来展示祂如何将一个小人物变成大英雄。祂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将比

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做的大得多。 

 

2. 赋予权柄 Entrusted with Authority 

 

国家的大使拥有国家的领导赋予代表他们的权力；天国的使者拥有上帝赋予代表祂的权柄。 

 

路加福音 Luke 10:19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

什么能害你们。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代表祂的权柄和能力，所以我们要拿出信心，完成我们作天国使者的使命。 

 

马太福音 Matthew 10:1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

病症。 

国家的大使有权力代表自己国家的领导与别的国家签合同，使自己的国家得到利益；身为天国

的使者，我们也有权柄代表主耶稣基督去医病赶鬼，使人得祝福，归荣耀给上帝。 

 

3. 彰显基督 Display Christlikeness 

 

国家的大使的外表和行为反映了他们政府的性质。他们会非常小心地展示自己，因为他们是在

代表自己的国家；天国的使者的言行举止，行事为人都必须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我们

是在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 Matthew 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反映神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有好表现，好行为，好榜样，将荣耀归给天父。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23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时，都要从心里做，因为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们要彰显耶稣基督，反映出祂的

特质。我们的生活必须吸引他人归向耶稣，而不是叫他人远离耶稣。 

 

4. 受到保护 Receive Protection 

 

当国家的大使为他们的政府执行任务时，他们的政府会指定特工来保护他们；身为天国的使者，

当我们为上帝执行任务时，祂会差派天使来保护我们，使一切都安全。 

 

诗篇 Psalm 91:11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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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会保护我们，没有人可以伤害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了上帝委托给我们的工作。 

 

使徒行传 Acts 12:11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

手... 

彼得被上帝所差派的天使从监狱拯救出来，使他能继续侍奉主，传福音。身为天国的使者，我

们与众人不一样，我们不必害怕任何的事情。 

 

5. 得着供应 Receive Provisons 

 

国家的大使的所有需求是由自己国家的政府来满足。政府会供应他们的衣食住行；身为天国的

使者，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上帝必会供应。祂是耶和华以勒，我们的供应者。 

 

马太福音 Matthew 6:31-33 

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

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当我们愿意去实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时，我们不必忧虑世人所担心有关生活上的一切需要。 

 

马太福音 Matthew 7:9-11 

9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10 求鱼，反给他蛇呢？11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

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我们在主里什么都不会缺乏，因为上帝必会供应，满足我们的需要。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9:8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

多行各样善事。 

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所需要的资源，包括智慧和能力，上帝必供应。上帝会带领合适的人在合

适的时间来帮助我们。门会为我们打开，事情将以上帝所安排的方式进行，我们不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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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知道了你是蒙神的拣选，被赋予了权柄，你要如何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Now 

that you know that you are chosen by God and entrusted with authority, how do you 

respond to God with practical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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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要如何在你的生活中彰显耶稣基督，反映出祂的特质，因此吸引他人归向基督？How 

can you display Christlikeness, reflect His characteristics in your life, and hence attract 

others to Christ? 

 

Q3. 请分享关于神如何保护你或供应你的见证，而将荣耀归给祂。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about how God has protected you or provided for you, and gives Him all the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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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浸信教会的红包封套 2022 

• 会友们可以上网 fcbc.org.sg/redpacket2022 预订我们教会 2022 年的农历新年红包封套。 

• 每位会友可索取最多两包红包封套。 

• 每包含有五个红包封套。 

• 我们会在 2022 年的 1 月底之前把红包封套邮寄给你。 

• 11 月 15 日截止预订。 

 

 领袖会议 

• 我们将于 11 月 17 日（星期三），晚上 8.00 至 9.30 召开领袖会议。 

• 会议将在 YouTube 频道上进行。届时，领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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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聚会轮替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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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 – 王福强与高秀凤牧师的团队 

o 11 月 27 日 – 翁侠才与江春莉牧师的团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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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