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51 周（2021 年 12 月 19 日–2021 年 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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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分享
目的：让我们每天无论大事小事都学会感恩。
内容：请大家依次分享过去的一周最感恩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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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我要单单仰望祢

Goa E Ho Peng Iu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我的好朋友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e ho peng iu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紧来信耶稣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Kin lai sin Ia-s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灵魂得拯救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因为祢是我依靠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In ui Li si goa oa kho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Leng hun tit chin ki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主耶稣真好

Leng hun tit chin kiu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仰望耶稣的荣光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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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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神迹吗？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2 月 11 日
希伯来书 Hebrews 2: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
他们作见证。
你相信神迹吗？上帝创造世界就是一个神迹。我们看在旧约时代的神迹，挪亚造方舟漂浮在
充满大水的世界里是一个神迹；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一个神迹；沙漠中天上降下吗哪，
喂饱二百五十万人左右更是一个神迹。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甚
至包括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从死里复活，都是神迹。
耶稣行神迹对我们的启示和意义，以致我们能经历到病得医治的神迹：
1. 转向耶稣 Turning to Jesus
马可福音 Mark 5:27 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
这个女人患血漏已经十二年，看了好些医生，受了很多的苦，并且花尽所有，病况却不见好
转，反倒更坏。根据旧约的律法，这妇人患了血漏病，是不洁的，凡摸到她的，也被视为不
洁，而且被列为像长大麻疯者一样，要住到营外去。环境跟她说，她不该杂在人群中间，她
必须远离众人群。当她听闻耶稣医病的神迹，愿意来寻求耶稣。
她听见耶稣医治病人，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平静风和浪等事迹。她相
信耶稣能医治别人，也一定能医治她，所以就转向耶稣寻求医治。
2. 呼求医治 Crying out for healing
马可福音 Mark 5:27 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
当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所在，没想到耶稣如此忙碌，周围挤了一大群人。她根本找不到机会
向耶稣叙述病情，连挤到耶稣跟前的气力都没有。因为血漏是被视为不洁，凡摸到她的，也
被视为不洁，所以我们不难想像，她多年来必定饱受歧视(看轻)。纵然这个女人满有医治的
信心，她还是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来到耶稣面前祈求，因她知道，她有信心呼求耶稣来医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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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Mark 11: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如果我们有信心，耶稣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约翰福音 John 15: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血漏的女人虽然被视为不洁，12 年来必饱受歧视，但是她知道耶稣一定能医治她。所以就转
向耶稣呼求医治。耶稣告诉我们，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
3. 信心领受 Receiving with faith
马可福音 Mark 5:28-29
28 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29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
上的灾病好了。
这个女人相信若她摸耶稣的衣裳，她必会好起来。她这一摸，果然真的好了。这信心的领受
替她解决了一切难题。她相信信心是超越语言的，在后头摸主的衣裳就行了。她的指尖一触
到主身上的衣角，能力就涌了出来，医治了她的病源。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
上的灾病好了。信心领受宣告得医治是如此有效力，能依照她的想法，支取主的供应。同时
也反映出主是如何愿意施恩与我们，祂随时等待我们伸出信心的指尖，来领受祂无限的能力。
马可福音 Mark 5:34 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
痊愈了。”
当我们凭信心向主耶稣呼求医治時，就能得到主完全的医治。阿门！因为有信心的人，会时
时经历神迹与活出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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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神迹吗？若不信，为什么？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 If you don’t, why?
Q2. 请分享你个人病得医治的经历。Please share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of being
healed.
Q3. 你要如何活出一个充满神迹的生命？How do you live a life full of mir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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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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周祷会
• 这个星期三（12 月 22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只以英语进行。
• 你可以在晚上 8.00 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com/fcbcsg)参加周祷会。
 圣诞聚会
• 我们的圣诞聚会将于 12 月 25 和 26 日，只在网上进行直播。
• 圣诞聚会将在例常的聚会时间进行：
o 英语 – 星期六，晚上 7.30 和星期日，早上 9.00
o 华语 – 星期日，上午 11.30
o 福建 – 星期六，下午 3.00
• 鼓励弟兄姐妹和你的家人或小组一起观看并参加圣诞聚会。
• 也鼓励大家邀请未信主的朋友一起观看和参加聚会。
 实体聚会轮替表
• 一月份的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团队轮替表如下：
o 1 月 1 日 – 彭伟纶与张翠翠牧师的团队
o 1 月 8 日 – 陆文泰与吴妙兰牧师的团队
o 1 月 15 日 – 余锡全与李爱蓉牧师的团队
o 1 月 22 日 – 李永恩与叶丽芬牧师的团队
o 1 月 29 日 – 傅伟龙与黄静仪牧师的团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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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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