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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8 周（2021 年 11 月 28 日–2021 年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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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像… 

内容： 

1. 组长请大家想一种东西或动植物，让人联想到妈妈。 

2. 接着由组长右边的人开始。第一个人说：妈妈像太阳。第二个人说：妈妈像太阳、老虎（加

上第二个人想的）。第三个人说：妈妈像太阳、老虎、玫瑰花（再加上第三个人想的）。以此

类推，一直接下去直到有人记错了或接不下去。 

3. 接不下去的人要分享一个「他跟妈妈之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4. 如果时间许可，还可以接着玩「爸爸像…」，「孩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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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举手赞美祢 (2X) 
Goa beh giah chhiu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Goa beh thiau bu o l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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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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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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神的应许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20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

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全的。这些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

千真万确的、没有虚假的。 

 

列王纪上 1 Kings 8:56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

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 

人的应许很多时候是虚假，不实在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诚意；有些人却是无法成就所应许的，

只是随便说些好听的话。但神不像我们人类，祂乃是信实的，可倚靠的，可相信的。无论神应

许我们什么，都是真实的，一句都没有落空，神会照祂所说的去实现。 

 

以赛亚书 Isaiah 9:６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

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圣经里神的很多应许，不但要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更要藉着祂来成全。这节经文所应许将来

大有权柄的婴孩，带给我们和平的君，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圣经里的应许有些是普遍性的，是给所有的信徒；有些却是限制性的，只给某些信徒。 

 

创世记 Genesis 18:10 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

必生一个儿子。”… 

这个应许只是给亚伯拉罕和撒拉，不是给每一对夫妇，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 

 

约翰福音 John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父神应许赐圣灵给所有基督徒，叫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约翰福音 John 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耶稣基督应许赐平安给所有基督徒，使我们不忧愁，不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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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应许可以分为有条件和无条件的：有条件的应许是我们必须先完成应许里的条件，才

能支取所应许的祝福；无条件的应许使我们能直接支取所应许的祝福。 

 

罗马书 Romans 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约翰一书 1 John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

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两个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我们若怎样怎样，就必怎样怎样。我们若承认耶稣是主，就必得救；

我们若认罪悔改，就必得赦免。 

 

马太福音 Matthew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约翰福音 John 6:35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

不渴。 

这两个应许是无条件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到耶稣那里，就能得安息，就能不饿不渴。 

 

在疫情当中，我们要抓紧： 

 

1. 得平安的应许 Promise of receiving peace 

 

以赛亚书 Isaiah 41:10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

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祂在疫情当中要与我们同在，赐平安

给我们，我们不要惧怕。 

 

诗篇 Psalm 27:1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

还惧谁呢？ 

这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时所写的。有上帝保护大卫，没有谁能害他。同样的，有爱我们

的天父保护我们，我们可以放心，不怕病毒感染，心里有平安。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6-7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 神所赐出人意外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只需要借着祷告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祂，祂就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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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保护的应许 Promise of receiving protection 

 

诗篇 Psalm 121:5-8 

5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6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7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8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

时直到永远。 

我们不要担心会受到病毒的感染，一直呆在家里，不敢出门。我们只要遵守防范措施，出门仍

是很安全的。接种疫苗能带给我们某种程度上的保护，但有耶和华上帝的保护才是真正的安全。 

 

诗篇 Psalm 91:9-12 

9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10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

篷。11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12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

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上帝已吩咐天使来保护我们。就算我们真的是确诊了，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上帝医治的恩典够

我们用。祂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抗体，使我们能战胜病毒，像普通的感冒一样，很快就康复。 

 

3. 得供应的应许 Promise of receiving provisions 

 

罗马书 Romans 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

地赐给我们吗？ 

你们别担心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不够用。天父连祂的独生子都已经赐给了我们，没有什么是祂

不舍得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像别人一样担心我们在疫情中会有缺乏。 

 

若你担心你会缺乏日常需用品，你要抓紧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19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

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若你担心你的力量不足，日子很难过，你要抓紧申命记 Deuteronomy 33:25 ...你的日子如

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若你失了方向，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你要抓紧箴言 Proverbs 3:5-6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

你的路。 

 

诗篇 Psalm 55:22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在疫情当中，我们要把所有重担都卸给上帝，因为祂的担是轻省的。祂要照顾我们，抚养我们，

叫我们对祂的信心永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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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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疫情当中，你心里是否感到不安？你要如何驱走这些不安？During this pandemic, 

does your heart feel uneasy? How are you going to get rid of these uneasiness? 

 

Q2. 你是否担心你与家人会感染病毒所以不敢出门？请分享圣经中哪些是我们必须抓紧得保护

的应许？Are you worried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will be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so you 

dare not go out? Please share what are the promises of protection in the Bible that we 

must hold on to? 

 

Q3. 请分享在这疫情当中，你在哪一方面感到有缺乏？有哪些神的应许告诉我们神会供应我们

一切的需要，叫我们永不缺乏？Please share what do you feel lacking in this pandemic? 

What are the promises of God that tell us that God will supply all our needs so that we 

will never 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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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和 5 日守圣餐 

• 我们将在下个周末（12 月 4 和 5 日）守圣餐。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若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 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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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日 – 郑振光与谢秀琴牧师的团队 

o 12 月 11 日 – 王光汉与柯愫菁牧师的团队 

o 12 月 18 日 – 锺金明与郑慧婷牧师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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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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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希望进一步增加实体聚会出席的人数，并会在来临的一周公布是否可行。 

 

 招募志工 

• 以下事工正在招募志工： 

o G 代儿童 

o 特殊群体 

o 技术 

o 迎接团队 

o 青成年 

o 青少年 

• 若要成为志工，请上网 fcbc.org.sg/zh/volunteer 填写表格。 

• 让我们腾出时间，透过服事神的子民来关爱我们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