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9 周（2022 年 7 月 17 日–2022 年 7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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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名称：真真假假 

内容：请每人分享三个有关自己的描述，两个真的，一个假的，然后请大家猜哪个是假的。 

目的：让新朋友认识大家，或组员之间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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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I si Ia-so'  I si Ia-so'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我要来赞美祂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永远赞美主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等候在祢的面前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天军向祢跪拜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主我双手举起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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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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7 月 9 日 

 
出埃及记 Exodus 14:13-18 

13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

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14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

要作声。” 1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16 你举

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17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

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18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

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以色列人在埃及总共做了 400 年的奴隶，他们祈求上帝拯救他们。上帝怜悯他们，差遣摩西

去埃及把以色列人救了出来，带领他们到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离开埃及

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他们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兵在追他们。他们不

可能向前方走，因为有红海，是死路一条；他们更不可能往后退，因为有埃及的追兵，也是

死路一条。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给他们两个非常清楚的指示。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指示中，

学习如何在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找到出路。 

 

1.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Do not be afraid, stand firm 

 

当摩西看到眼前这些因为遇到困难和挑战，而感到灰心和绝望的以色列人，他马上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这是一句带有命令的话。摩西是要以色列人学会控制自己的恐惧，

不要让恐惧的情绪影响自己和身边的人。他们必须停止恐惧、停止惊慌、停止想要逃跑的心。 

 

出埃及记 Exodus 14:13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

施行的救恩。...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要看的，不是眼前的红海、不是背后的追兵、不是自觉的无能

为力，而是“看耶和华！”摩西非常清楚这群以色列人生命的弱点。他所要处理的，不是他

们环境艰难的问题，不是前方无路的问题，不是背后危机的问题，也不是面对强敌之下感到

自己有心无力的问题。他所要处理的是 -- 上帝子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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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对上帝不信任，对上帝没有信心，所以当他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感到非常恐惧。

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遇到困难和挑战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惊慌和后悔，甚至还

开始怀疑上帝、埋怨环境、埋怨他人。我们眼前要看的不是困难的巨大，而是那位比困难大

得多的上帝！ 

 

摩西叫以色列人“只管站住”。站住干什么？站住，看看你脚下所踏的这片土地，你是怎么

来到这地方的？你今天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因为有一位叫做耶和华的上帝，祂应许你，带领

你，所以你今天才会站在这里！摩西在帮助以色列人重建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通过思考

自己所走过的路，重新想起那位一直在带领着他们的神！ 

 

若上帝带我们到了今天这种困难的处境，祂也必定带我们走出来，指引我们一条出路。祂一

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因此，我们要信靠耶和华，要看祂而不是看困难。 

 

2. 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Be still, do not make noise 

 

出埃及记 Exodus 14:11-12 

11 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12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

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以色列人当时作声，是说些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作声”不是赞美上帝、不是支持

摩西、更不是互相鼓励，而是埋怨 — 埋怨上帝、埋怨摩西、埋怨处境。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是要处理以色列人对待上帝的态度问题。 

“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是要处理以色列人对待处境的态度问题。 

“静默” - 静下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等候神。 

摩西要以色列人安静下来，去仰望和等候上帝，不要总是埋怨。 

 

一个总是埋怨的人，是无法得到神的恩典的、是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是无法看见神的大能

和奇妙的。因为他不停的埋怨，表明了他对神是没有信心的。埋怨的人是无法找到出路的！

我们需要学会更多的等候和仰望神，在自己的生活中，所遇之人、所做之事、所行之路，要

多说积极的话，多做积极的事，多思考积极的想法。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得享一个美好的人生，

才能经历美好的信仰。 

 

出埃及记 Exodus 14:13-14 

13 ...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

见了。14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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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对上帝的态度改变了，正确了，不是总是怀疑、埋怨，而是对神有了依靠、仰望、

顺从的信心时，他就看到神的作为，他必看到神为他争战。打胜仗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 

 

出埃及记 Exodus 14:1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看来好像没有前路的红海，上帝却说“往前走”，因为他们现在要迈出的，是信心的一步。

他们接下来要走的，不再是一条靠自己能力的路，不再是一条凭自己的计划走的路，不再是

一条依靠环境的路，而是走一条信靠和顺从上帝的道路。这是一条相信的人才能走下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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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若要得胜，就必须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必须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请分享你和神的

关系如何？对祂有绝对的信心吗？ If we are to be victorious, we must have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we must have absolute faith in God. Please share how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Do you have absolute faith in Him?  

 

Q2. 我们要更多地仰望和等候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请分享一件你因按

照神的计划去行而顺利完成工作的例子。We need to look to and wait more for what God 

is doing, rather than our own thoughts and plans. Please share an example of a piece 

of good work you did by following God's plan. 

 

Q3. 你是一个碰到困难和挑战时总是埋怨的人吗？请分享你要如何胜过这种埋怨的心态？

Are you someone who always complains wh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overcome that complaining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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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生命栽培三 – 经历神营会（实体） 

• 课程将于以下日期、时间与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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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环节 日期 时间 地点 

1 第一节 2022 年 7 月 23 日 早上 8.00 – 下午 1.00 

触爱中心（4 楼） 2 第二节 2022 年 7 月 24 日 下午 1.00 – 傍晚 6.00 

3 第三节 2022 年 7 月 30 日 早上 8.00 – 下午 1.00 

• *参加者若未完成接种疫苗，鉴于政府法规可能会被拒绝参加 

• 报名条件：在报名时，学员必须已完成 LC1 和 LC2。 

•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 报名截止日期：报名将在额满后或 2022 年 7 月 18 日截止，以较早者为准。 

 

• 祂大能之日 

• 今年的“祂大能之日”将于 8月 7和 8 日举行！ 

• 今年会以实体的方式在各教会举行。 

• 英语和华语的聚会将分别在不同的日期进行。 

• 坚信浸信教会将在触爱中心举行一场英语的聚会。 

•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公布更多详情。 

 

• 教会周祷会 

• 来临星期三（7月 20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以华语和福建话进行。 

• 你可以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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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食 

• 爱新加坡 40 天禁食祷告已经开始，将从今年 7 月 1日至 8 月 9日进行。 

• 我们会根据今年的主题“活着就是基督”一同研读腓立比书与祷告。 

• 英语和华语的祷告事项已刊载在 40 天 2022 的网站上: 

www.lovesingapore.org.sg/40day/mandarin/2022。 

 

• 坚信浸信教会 7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这个月的其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