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7 周（2022 年 4 月 24 日–2022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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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最特別的礼物
1. 带领者请每位组员轮流分享以下题目（择一进行）：
a. 自己生命中曾经收到过最特别的礼物，以及这份礼物如此特别的原因。
b. 猜测自己的配偶、父母、孩子或其他亲人最想要的礼物。
2. 带领者带领组员为自己生命中最特别的礼物献上感恩的祷告；或是鼓励组员在这个特别的
季节为自己的亲人送上心中认定的那份特别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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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主耶稣

无限的爱

It Chhe Ko Siong O Lo

Chu Ia-So'

Bo Han E Ai

一切歌颂赞美

主耶稣, 主耶稣

主祢是我的生命

It chhe ko siong o lo

Chu Ia-so', Chu Ia-so'

Chu Li si goa e se* mia

都归我主我的神

用我口敬拜祢

风雨同心逗阵走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Hong ho' tang sim tau tin kia*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哦我主, 当敬拜

梦中有祢甲阮来作伴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Bang tiong u Li kap goan lai choe phoa*

我们高声呼喊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脚步有祢的引导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Kha po' u Li e in chhoa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因祢爱, 救赎我
In Li ai, kiu siok goa

(2X)
感谢祢对阮的爱

脱罪恶入光明

Kam sia Li tui goan e ai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给我机会对头来

*赞美主, 哈利路亚

主耶稣, 主耶稣

Ho' goa ki hoe tui thau lai

O lo Chu, Ha-li-lu-ia

Chu Ia-so', Chu Ia-so'

赞美主, 哈利路亚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

O lo Chu, Ha-li-lu-ia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Thi* teng peh hun phoa* goan chau thian
gai

哈-利-路-亚!

天使永远甲我同在

Ha-li-lu-ia!

Thi* sai eng oan kap goa tang chai

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欲大声唱互人知

O lo Chu, Ha-li-lu-ia

Goa beh toa sia* chhiu* ho' lang chai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耶和华有无限的爱

O lo Chu, Ha-li-lu-ia

Ia-ho-hoa u bo han e ai

哈-利-路-亚!

世间的人拢来敬拜

Ha-li-lu-ia

Se kan e lang long lai keng pai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Ia-ho-hoa si oan choan 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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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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复活了！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4 月 16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2, 5-10
1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2 忽
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5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6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
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7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
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8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
害怕又大大地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9 忽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们平安！”
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10 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
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故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了，
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
罗马书 Romans 1:4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祂是上帝的孩子，是拯救我们的神。
主耶稣的复活使我们得着：
1. 喜乐 Joy
马太福音 Matthew 28:8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
徒。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许多人显现，大家见到祂都非常开心喜乐。他们不仅有极大的喜乐，
更有极大的安慰。因耶稣的复活，表示他们所相信的耶稣不是虚假的神，是一位真正的神。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13-14
13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14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若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我们根本就没有得到救赎，死亡仍是我们的结果；若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的信仰就是假的，是没有用的。感谢赞美主耶稣复活了！祂战胜了死亡，使相信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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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再被罪恶所捆绑，能跟耶稣一同复活，有全新的生命。这是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最大的
喜乐。
2. 平安 Peace
马太福音 Matthew 28:8-10
8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地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9 忽然，耶稣遇见
她们，说：“愿你们平安！”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10 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
怕！...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众人显现时都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因为当时门徒
们都很害怕，怕被犹太人抓，像耶稣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怕到门都关了，不敢出去。
但是耶稣的复活，使门徒们得享平安，不再害怕！祂属天的平安取代了我们内心的惧怕。
使徒行传 Acts 16:25 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保罗和西拉传福音时，被人陷害入狱。但是他们心中有主的平安，以致能开声敬拜赞美主。
3. 力量 Strength
约翰福音 John 11:25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信祂的人也同样能从死里复活，得着复活的大能，拥有得胜的生命。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复活的耶稣，赐给保罗和我们极大的力量，能为祂传福音，作见证。
罗马书 Romans 6:6-8
6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7 因为已
死的人是脱离了罪。8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靠着复活的耶稣，因祂已经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相信祂的人也有力量胜过罪恶，成为
新造的人。
4. 盼望 Hope
马太福音 Matthew 28:7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
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0 耶稣对她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
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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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和复活的耶稣，都吩咐这两位马利亚，去告诉门徒耶稣复活了，并叫他们一同往加利利
去见耶稣，耶稣在那里等他们。这就给了两位马利亚和门徒们一个盼望，就是可以到加利利
再看见耶稣的盼望！
盼望就是“以愉快或满足的心情期待，急切期待。”
约翰福音 John 14:2-3
2 ...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们信的是耶稣，传的是耶稣，爱的是耶稣，盼望的就更加应该是耶稣！我们的盼望就是能
再见到复活的耶稣，并且和他永远同在！复活的耶稣带给每一个相信祂的人，有天国的盼望，
有永生的盼望。当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人生就没有可惧怕的，因为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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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正面对着一件不愉快的情况？你要如何使自己的心再一次喜乐起来？Are you
facing an unpleasant situation? How can you make your heart rejoice again?
Q2. 请分享一件曾经使你感到害怕的事情。你如何克服它，使你有平安？Please share one
thing that you were once afraid of. How did you overcome it and are now at peace?
Q3. 你要如何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使祢得着力量去传福音？How can you experience the
resurrected power of Jesus to grant you strength to preach the gospel?
Q4. 请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你的人生什么盼望？Please share what hope doe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bring to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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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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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聚会轮替表
•

你可以上网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查看有关实体聚会的资讯。

• 教会周祷会
•

来临星期三（4 月 27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以英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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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年会员大会
•

坚信浸信教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5 月 18 日，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举行。

•

若要索取常年报告或出席常年会员大会，请在 5 月 8 日之前上网
fcbc.org.sg/agm2022 登记。

•

常年会员大会与常年报告只限坚信浸信教会的正式会员出席与索取。

•

如果你对常年会员大会的议程有任何疑问，请在 5 月 10 日之前上网
fcbc.org.sg/agmquestions 提出你的问题。

•

我们将在会员大会上对相关和实质性的问题做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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