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3 周（2022 年 3 月 27 日–2022 年 4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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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之泉
1. 每位组员轮流以「具体赞美的方式」向其他人介绍任意另一位组员（不可重复），如果是
夫妻，则对众人彼此介绍。尽量避免只使用形容词，必须讲出具体事迹。例如「这是我的邻
居王大华，他对乐龄人士很有爱心，经常陪左邻右舍的阿公阿妈聊天」，「这是我太太张小
美，她陪孩子读书特别有耐心」……等等。
2. 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常说赞美、肯定、鼓励话语的口，让我们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
仁慈，成为赞美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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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除祢以外

作主的门徒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Tu Li I Goa

Cho Chu E Mng To'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除祢以外

牵我的手, 主耶稣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Tu Li i goa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求祢保守甲看顾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除祢以外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Tu Li i g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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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民都来赞美祂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忠心跟随祢道路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祂是我的帮助
I si goa e pang cho'

祂是我的力量
I si goa e lat liong

倚靠祂的人必永不失落
Oa kho I e lang pit eng boe sit loh

来赞美耶和华
Lai o lo Ia-ho-hoa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来尊崇祂圣名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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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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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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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胜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
约翰福音 John 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
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已经战胜了世界一切的苦难、试探、黑暗的权势。祂连死亡都能战胜，还有什么是祂无
法得胜的呢？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同样能与耶稣基督胜了这世界，成为得胜者！
出埃及记 Exodus 17:8-16
8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订，和以色列人争战。9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10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
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11 摩西何时举手，以
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12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
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13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14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
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15 摩
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16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
人争战。”
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如何战胜他们的仇敌。我们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战胜我们
的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得胜三方面的需要是：
1. 需要上帝 Need God
出埃及记 Exodus 17:11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跟属肉体的敌人争战时，摩西却在山顶上打属灵的战。以色列人能够
得胜，是因为上帝的帮助。当摩西的手举起神的杖仰望神，寻求神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胜。
出埃及记 Exodus 17:15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当时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对打战根本就没有经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他们，他们不可能打胜战。
“约书亚”这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拯救”。“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
是我旌旗”，高举旌旗代表得胜。只有靠着上帝，以色列人才能过得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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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2:14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
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我们可以得胜都是因为上帝的带领，我们只是与祂同工。其实，是上帝为我们争战，不是我
们在争战。祂是耶和华尼西，祂是我们得胜的旌旗，胜利必属于祂、也属于我们！
2. 需要祷告 Need Prayers
出埃及记 17:11 记载摩西向上帝举手。其实，摩西举手就是在向上帝祷告，他是在求告上帝
的能力，寻求祂的帮助，使以色列人能藉着祂的能力和帮助，打败敌人。
出埃及记 Exodus 9:33 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
浇在地上了。
诗篇 Psalms 77:2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圣经有多处记载摩西和诗人“举手祷告”。属神的人只有求告上帝，才能够得胜！
耶利米书 Jeremiah 33:3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能力，不要怀疑祂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若想得胜，当要求告上帝啊！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何时祷告，何时得胜！
祷告实在是一切属灵工作的基础，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没有祷告，就没有主的祝福。
—— 王国显
罗马书 Romans 12:12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基督徒在这条属灵的路上，会遇到很多属灵的争战，所以我们要举起神给我们的争战兵器，
就是圣灵的宝剑——祷告！我们若要常常得胜，就一定要恒切祷告。人祷告，上帝就作工；
我们出口，上帝出手！
没有祷告的生活，是没有赐福的生活；缺乏祷告的生命，是缺乏能力的生命。
—— Daily Walk
3. 需要同工 Need Co-Workers
出埃及记 Exodus 17:12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争战要得胜，需要同工的帮助和合作。摩西的同工，在山上有亚伦和户珥，在山下有约书亚
和以色列的百姓。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摩西的胜利，也是他所有同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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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轻看同工的作用。摩西、约书亚、亚伦和户珥四个人各自的责任虽然都不同，但是
却各有各的功用。他们彼此搭配，彼此服侍，各尽其职，谁也少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
路加福音 Luke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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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当年传道之时，祂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做他的同工；祂又设立七十个人，吩咐他们两个
人一组出去服侍人。这些都表明了主耶稣看重同工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真神，他有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同尊同荣，同受敬
拜。在创造和救赎的事工上，父、子、圣灵都是共同工作的。—— 中国基督教协会
传道书 Ecclesiastes 4:9-12
9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10 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11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
人独睡怎能暖和呢？12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
折断。
当我们面对各种诱惑和试探，遭遇不同属灵争战时，我们需要互相帮助。我们必须有属灵的
帮助者，有主里的同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跌倒的时候，能够扶持
我们；在我们伤心流泪的时候，能够安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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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上帝曾经如何帮助你胜过你生命中的一个困难？Please share how God has
helped you to overcome a difficulty in your life?
Q2.“何时祷告，何时得胜！”你是否已经为你面前的困难向上帝祷告了？祂是否已经回应
了你？"When to pray, when to prevail!" Have you prayed to God concerning your
present problems? Has He responded to you?
Q3. 你每个礼拜是否有委身参加小组？请分享组员们曾经如何帮助你胜过困难的一个见证。
Are you committed to attending cell group every week? 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of
how your cell members have helped you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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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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体聚会
a) 触爱中心
•

下个星期六（4 月 2 日），轮到以下的三个团队出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
i.

傅伟龙与黄静仪牧师的团队

ii.

陈国贤与许丽云牧师的团队

iii.

王福强与高秀凤牧师的团队

•

华语和福建聚会无需预订门票。欢迎所有人出席！

•

若星期六有进行青少年实体聚会，我们也同时会在网上进行现场直播。

b) FCBC 新达城
•

星期日在新达城进行的英语聚会将优先保留给来自菲律宾的会友，以及有孩子
参加 G 代儿童聚会的家长出席。

•

请到这个网址 fcbc.org.sg/gkidzsuntec 为你的孩子登记参加新达城的 G 代儿
童聚会。

c) 额外的资讯
•

聚会的门票会在星期五，中午 12.00 开始开放给公众预订。

•

请上网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查看更多有关实体聚会的资讯。

• 守圣餐
•

下个月，我们将于复活节的周末（4 月 16 和 17 日），在所有聚会中守圣餐。

• 教会周祷会
•

来临星期三（3 月 30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以华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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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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