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7 周（2021 年 11 月 21 日–2021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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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
目的：让新朋友认识大家，或组员之间更认识。
内容：请每人分享三个有关自己的描述，两个真的，一个假的，然后请大家猜哪个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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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年

主是爱

无限的爱

Chia Choe Ni

Chu Si Ai

Bo Han E Ai

这多年信耶稣

主是爱, 主是爱

主祢是我的生命

Chia choe ni sin Ia-so'

Chu si ai, Chu si ai

Chu Li si goa e se* mia

经过风经过雨

主爱永远不更改

风雨同心逗阵走

Keng koe hong keng koe ho'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Hong ho' tang sim tau tin kia*

有目屎有艰苦

主是爱, 主是爱

梦中有祢甲阮来作伴

U bak sai u kan kho'

Chu si ai, Chu si ai

记得救主会看顾

主爱永远不离开

Bang tiong u Li kap goan lai choe
phoa*

Ki tit Kiu Chu e khoa* ko'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主爱我才知影
Chu ai goa chiah chai ia*

着专心听主声
Tioh choan sim thia* Chu sia*

有喜乐有平安有主疼
U hi lok u peng an u Chu thia*

*有主甲我相作伴

*清心的人可看见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脚步有祢的引导
Kha po' u Li e in chhoa

(2X)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感谢祢对阮的爱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Kam sia Li tui goan e 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给我机会对头来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Ho' goa ki hoe tui thau lai

U Chu kap goa sa* choe phoa*

顺服的人可听见

风雨日子无摇动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
Thi* teng peh hun phoa* goan chau
thian gai

Hong ho' jit chi bo io chhoah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天使永远甲我同在

主恩情安慰我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Thi* sai eng oan kap goa tang chai

Chu un cheng an ui goa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主的话引导我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我欲大声唱互人知
Goa beh toa sia* chhiu* ho' lang chai

耶和华有无限的爱

Chu e oe in chhoa goa

有主同在无孤单

Ia-ho-hoa u bo han e ai

U Chu tang chai bo ko' toa*

世间的人拢来敬拜

朋友心里你会知影

Se kan e lang long lai keng pai

Peng iu sim lai li e chai ia*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虽有伤虽有痛

Ia-ho-hoa si oan choan e ai

Sui u siong sui u thia*

有耶稣逗阵走
U Ia-so' tau tin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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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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主福音：绝不闭口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1 月 13 日
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归主时，蒙主差派往外邦人中传福音。神特别拣选保罗，
是为了使用他叫外邦人蒙恩，也藉他激励犹太人思考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他的工作相当辛苦，
面对很多的困难和阻碍。但是，保罗仍要继续走下去，因为他要传主的福音，扩展神的国度。
使徒行传 Acts 18:9 (CNVS) 夜里，主藉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虽然有困难，但保罗还是选择不要沉默，要开口传主福音。在哥林多和以弗所，有许许多多的
人信了主。神的教会，在这些地方就这样被建立起来。当我们学习保罗的服事，愿意开口传主
福音，就能够成功的向外扩展神的国度。
当你愿意开口传主福音：
1. 有神迹的发生 Miracles happen
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很多神迹就会跟着来。这里主要有两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 - 犹太人被赶公堂。
使徒行传 Acts 18:12,14,16
12…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14 保罗刚要开口，迦流就对犹太人说：…16 就
把他们撵出公堂。
犹太人在迦流面前控告保罗，保罗正要开口，迦流（就是那个审判的官）对犹太人说，他不会
管这件事！然后，把那些控告保罗的犹太人赶出去！奇妙哦！
第二个神迹 - 医病赶鬼
使徒行传 Acts 19:11-12
11 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12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
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这件事的结果是；很多人认罪悔改。甚至那些行法术的人，也把他们的书带到使徒面前烧掉！
主的道大大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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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Acts 19:19-20
19 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
五万块钱。20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
传福音会看到神迹！因为神迹印证了我们所传的道，让人看到神的真实。
2. 有同工的服事 Supported by co-workers
使徒行传 Acts 18:2,5,7,24
第 2 节 - 亚居拉和妻子百基拉；第 5 节 - 西拉、提摩太。以后还有以拉都；第 7 节 - 提多、犹
士都和他的家；第 24 节 - 亚波罗。
上面提到的这些，都是保罗的大将。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同工，名字没有记下来。保罗能够跑来
跑去，建立这么多间教会，是因为有这些同工在背后帮忙。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
的例子，比如上帝预备摩西的岳父叶忒罗成为摩西的同工。
出埃及记 Exodus 18:21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
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前来，建议摩西将人组织起来设百夫长、设千夫长等，作为摩西的同工，让
摩西所处理不完的事能得以解决。
路加福音 Luke 10:1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
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传福音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所以，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也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因此，我们要
找一个同工，能够与我们同心，并与我们一起祷告，为着同样的目标，与我们一起去传福音。
3. 有圣灵的恩膏 Anointed by the Holy Spirit
使徒行传 Acts 19:6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
人能够信主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叫人知罪，叫人能够悔改。更重要的是圣灵赐给我们能
力，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有圣灵的工作，福音才能够传开。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使徒
行传 16 章。我们看到圣灵怎样引导保罗传福音。
使徒行传 Acts 16:6-7
6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7 到了每西亚的边
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既然圣灵禁止他们向东，到亚洲去，他们就转向北面，要到上面黑海旁边的庇推尼去，但第 7
节说：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在保罗向外扩展的工作里面，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保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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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是将自己全然摆上奉献给神。他走到哪里，便开口传主福音，把福音带到哪里。无论是
生是死，都为了要彰显基督。难怪他能充满自信地说：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4:7-8
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8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保罗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圣灵的引导与带领下，发挥最大的果效兴旺福音，终于完成神所托负
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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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神迹奇事。Please share a miracle that happened to you.
Q2. 你是否有为你的同工代祷，为彼此的不足来祈求，希望看到改变与合一？Do you pray for
your co-workers, pray for each other's shortcomings, hoping to see change and unity?
Q3. 你要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与带领？How do you obey the guidance and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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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聚会轮替表

• 从本周末开始，我们的实体聚会出席人数将增加至 280 人。
• 所有聚会将在例常的时间进行。
• 各团队将继续轮流出席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 11 月 27 日轮到翁侠才与江春莉牧师的团队出席英语聚会。
• 所有会友可以从星期五，中午 12.00 开始预订剩余的英语聚会门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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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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