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 周（2022 年 1 月 2 日–2022 年 1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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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算神的恩典
内容：
组员围成一个圆圈坐下来，然后由组长开始以简短的两三句话来分享一件发生于 2021 年的
恩典，比如“感谢主让我第一次带领祷告塔的祷告时间”等等；组长分享后可向左或向右进
行，组员轮流分享；总共可以转 4 至 6 圈（以人数而定），所以每个人会分享 4 至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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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作主的门徒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Cho Chu E Mng To'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牵我的手, 主耶稣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紧来信耶稣

我要尊崇祢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n lai sin Ia-so'

Goa beh chun chong Li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信耶稣真正好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Sin Ia-so' chin chia* ho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灵魂得拯救

我要尊崇祢

忠心跟随祢道路

Leng hun tit chin kiu

Goa beh chun chong Li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我要永永远远

牵我的手, 主耶稣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称颂祢的名

求祢为阮来开路

Chheng siong Li e mia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我要永永远远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称颂祢的名

唔惊路途多坎坷

Chheng siong Li e mia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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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盼望的礼物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2 月 25 日
罗马书 Romans 15: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
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盼望：以愉快或滿足的心情期待。
约翰福音 John 16:33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信耶稣不代表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从此就没有疾病、痛苦和患难，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仍
然会继续发生在我们身上。华人有这句话：“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
若我们倚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永远无法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不只
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祂接下来说：
约翰福音 John 16:33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 John 2:10-11
10 那天使对他们（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11 因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祂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并赐给我们永生，也赐给我们盼望。
彼得前书 1 Peter 1:3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
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活泼的盼望”是指真实的，有根有基的盼望。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不会绝望的，因为我们
有个赐给我们盼望的神。我们要领受这份盼望的礼物，使我们的生命常常都有活泼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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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的两个重点：
1. 盼望是从神而来 Hope comes from God
很多人都在寻找盼望，他们对盼望都有不同的了解。有些人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有些人
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是饿不死的。”，还有些人说“黑暗过后，必见到曙光。”
但当生活的压力和重担来到时；当困难，不如意的事临到时，从人而来的盼望将变成失望，
甚至绝望。
诗篇 Psalm 62:5 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当时，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与他争王位，他逃出了耶路撒冷皇宫，到处受到别人的辱骂。在这
样的情况下，大卫依然对神心存盼望，他提醒自己要专心等候神，因他的盼望是从神而来。
我们的盼望不是指向过去的事情，因为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的盼望是指向：
a. 现在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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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以马内利，常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若抓紧这个应许，我们的生命必有活泼的盼望。
b. 未来 Future
耶利米书 Jeremiah 29:11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
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有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有指望。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前途无量！
c. 永生 Eternity
约翰福音 John 14:1-2
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
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信耶稣的人都有永生的应许与盼望，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天上永恒的家。这个败坏的世界不
是我们基督徒永远的家，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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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盼望是对神有信心 Hope is faith in God
对上帝有信心将带给我们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神里面。许多人对自己满怀信心，可是一
遇到困难重重，信心就不见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尽管周围的环境一片黑暗，
我们知道神仍然掌管一切。无论在任何的困难中，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就会有盼望。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17:37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
非利士人的手。”…
大卫没有被歌利亚吓倒，因他对神充满信心，他相信神能赐他力量打败歌利亚，他果然赢了。
诗篇 Psalm 23: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大卫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对祂有信心，心里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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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对你的现在和未来是否充满盼望？你的盼望是从何来？Please share whether
you are full of hope for your present and future? Where does your hope come from?
Q2. 你对神有信心吗？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能证明你对神确实有信心？Do you have faith in
God? What specific actions can prove that you really have faith in God?
Q3. 请分享你目前正经历使感到失望的事情，然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Please share
what you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that is disappointing, and there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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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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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灵修专线
• 从 1 月 1 日，我们已恢复了福建、华语和粤语的灵修专线。
• 灵修专线的号码已显示在荧幕上：
o 福建：6797 2777
o 华语：6797 2778
o 粤语：6797 2779
• 鼓励大家每天拨打专线来聆听神的话语。
 教会周祷会
• 这个星期三（1 月 5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以双语进行。
• 你可以从晚上 7.45 开始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com/fcbcsg)收看周祷会的直播。
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 开始进行。
 1 月 8 和 9 日守圣餐
• 我们将在下个周末（1 月 8 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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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或华语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触爱新年礼包
• 触爱社会服务为我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答谢礼包，以感激大家对它的支持。
• 礼包内含有两个由一名特需艺术家所精心设计的杯垫。
• 如果你想预订这份礼包，请到链接（touch.org.sg/hongbao2022/fcbc）预订。
• 1 月 9 日截止预订。
• 礼包会在本月底之前邮寄给你。
 实体聚会轮替表
• 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团队轮替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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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