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 周（2022 年 1 月 9 日–2022 年 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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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点子
目的：动一动脑筋
内容：如果你需要负责买$10 的茶点供给正在开会的 20 个人，你会怎样做使他们留下深刻
印象。分组想一想，有何创意点子，每一组派代表轮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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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祝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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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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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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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民都来赞美祂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祂是我的帮助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I si goa e pang cho'

使地上发芽结实

祂是我的力量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I si goa e lat liong

显出爱疼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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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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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o lo Ia-ho-hoa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Chhiu* Ha-li-lu-ia o lo I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亲象海边土沙

拿掉我的烦恼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Chhiu* Ha-li-lu-ia o lo I

我要举手敬拜祂

使我每天笑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Ho' goa tak jit chhio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出欢喜的歌声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来尊崇祂圣名

Chhut hoa* hi e koa sia*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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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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信心，不凭眼见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其实，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的东西
是很有限的。许多人认为凡事要“眼见为实”，若没有看见就不相信。但很多东西我们根本
就看不见，因为上帝造人的眼睛不是要人什么都能看得见。上帝要我们过一个充满着信心的
基督徒生活。我们不能因“看不见”就说不存在，不相信，甚至感到失望。
三个关于“相信”的事实：
1. 相信神所说的 Believe what God says
只要是神说了，什么事都有可能。信心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感觉怎样，而是凭我们所信的神是
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越认识到神的伟大，越知道祂的信实，就对祂越来越有信心。
使徒行传 Acts 27:25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使徒保罗相信无论难处有多大，指望有多小，事情必定会照神所说的成就。
诗篇 Psalm 89:34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
上帝说到就会做到，祂永远不收回，也不改变祂所说出的话。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一个善变
的神，而是个永不改变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因此，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
约书亚记 Joshua 23:14 ...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
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上帝的应许一个也不会落空，我们必须一心一意地相信。若我们完全相信上帝所说的，我们
必会经历到话语的真实，那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一定是很兴奋，很喜乐，很满足的。
2. 相信就能看见 Believe and you can see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相信，然后才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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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1: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耶穌的要求：先相信，后看见。
马太福音 Matthew 21:22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当我们选择相信，只要不是妄求，我们最终将会得着。
马可福音 Mark 11:23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
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这个经文清楚地说，只要我们相信，上帝就必给我们成了，意思就是我们能看见，能得着。
3. 相信凡事都能 Believe a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马太福音 Matthew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马可福音 Mark 9:23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原来不只神凡事都能，一个有信心的人，也凡事都能。换句话说，借着信心，神所能夠做到
的事，相信的人也同样能够做到。
约翰福音 John 14:12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
这更大的事，...
耶稣很清楚地说，相信祂的人，祂所做的事，我们也能做，并且能做比祂更大的事。
希伯来书 Hebrews 11:29-30
29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30 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以色列人因为相信，能过红海好像过桥一样，走在干地；他们也因为相信，绕着耶利哥城走
了七日，能使城墙倒塌。他们能经历这些神迹奇事，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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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请分享你对神所说的话百分之百相信吗？若不是，
你要如何克服你的疑惑呢？Jesus told us "Stop doubting and believe!" Please share
whether you believe 100% of what God says? If not, how can you overcome your
dou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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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眼见未必为实” - 请分享你曾经亲眼看见的东西，以为是事实，但结果却发现事实并
不是如你所见的？"Seeing is not necessarily believing" - Please share what you have
seen with your own eyes and thought it was a fact, but it turns out that the fact was
not what you saw.
Q3. 耶稣告诉我们“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请分享在这新的一年，你相信你能带谁信主，
然后跟进他，让他参加你的小组，受洗成为教会的会友。Jesus told us“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Please share who you believe you can bring to the
Lord in this new year, then consolidate him, let him join your cell group and become
a member of FCBC via bap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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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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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专线的号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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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只以英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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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聚会轮替表
•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团队轮替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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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