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0 周（2022 年 7 月 24 日–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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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你认识自己吗 - 之安全感。
目的：让组员认识到自己的安全感来自何物
内容：1 首先每位组员分享一个自己最害怕出现的境况。
2 然后分享在这种境况里，什么东西带给你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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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里

呤诗赞美主

Goa E Ho Peng Iu

Ti Ia-So' Lai

Gim Si O Lo Chu

我的好朋友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天父上帝请祢来听

Goa e ho peng iu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Thi* Pe Siong-te chhia* Li lai thia*

紧来信耶稣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阮抹呤诗来赞美祢的名

Kin lai sin Ia-so'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Goan beh gim si lai o lo Li e mia

信耶稣真正好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祢的教训阮抹行

Sin Ia-so' chin chia* ho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Li e ka si goan beh kia*

灵魂得拯救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Leng hun tit chin kiu

Tui ta* tit kau eng eng oan oan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信耶稣真正好

祢的话语阮抹听
Li e oe gu goan beh thia*

主啊祢的疼爱阮嘛知影
Chu ah Li e thia* thang goan ma chai ia*

阮的脚步求主啊来带领
Goan e kha po' kiu Chu ah lai toa nia

Sin Ia-so' chin chia* ho

这条道路虽然歹行

灵魂得拯救

Chit tiau to lo' sui jian phai kia*

Leng hun tit chin kiu

但有主同在阮嘛唔惊
Tan u Chu tang chai goan ma m kia*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献给祢
Goan goan it seng hian ho' Li

用阮的歌声称颂赞美祢
Eng goan e koa sia* chheng siong o lo Li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见证祢
Goan goan it seng kian cheng Li

愿一切荣耀拢归给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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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n it chhe eng iau long kui h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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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轻看自己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7 月 16 日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2:9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
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一个人怎么会轻看自己？因为觉得自己没能力，没智慧，没学问，没口才，没钱，没样貌，
没胆量，等等。他总觉得这些都是自己的弱点，没有信心而轻看自己。今天，我们要坦然地
对主说：主，我需要祢，求祢赐力量给我！我也要坦然地对人说：我不隐瞒我的弱点，因为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靠主就得刚强了！
甭轻看自己，要相信神
1. 看你为宝贵 See you as precious
创世记 Genesis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神按着自己的形像，把人造成有灵的活人，使他们活着的时候，管理祂手所造的万物，就是
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约翰福音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
得永生。
神爱我们，爱到牺牲祂的独生子主耶稣来救赎我们。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
彼得前书 1 Peter 2:9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
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在旧约里面，一个祭司要带领整群以色列人侍奉上帝、祭祀上帝，
他们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尊崇这位神。我们可以看见祭司是一个非常宝贵、荣耀的身份。
在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都是神拣选来做他君尊的祭司，被神所眷顾的人。我们要去宣扬上
帝的美德，把福音传扬给人。
2. 恩典够你用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2:9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
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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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並不是可以靠任何的美德、礼物、行为或努力赚取回來的，是神因自己的慈爱赐予人的。
恩典是我不配得，但神白白地赐给我们。保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一些丰功伟绩，而觉得自己
是强壮的。保罗建立许多的教会，他的布道工作也大有果效。然而，他是怎么评断自己呢？
他说：我是软弱的，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27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
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要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轻看的，来使坚强的人羞愧，为的是要透过人的软弱去彰显祂
的大能。我们只要让神透过我们的软弱做工，他会使用我们。我们必须跟随保罗的榜样，安
于接受自己的软弱。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时，基督的能力就会覆庇我们、帮助我们。恩典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加添能力的力量，能日复一日地巩固我们，帮助我们持守到底。
3. 必与你同在 Will b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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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神说我们无需感到害怕呢？因为祂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神。祂肯定我们，会与我们
同在，祂也应允要“坚固、帮助、扶持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力量与平安，不单单可以战胜
罪恶，更可以战胜恶者。那身为祂子民的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在困境中学习祂要我们
成长的功课，把其它的负面思想与软弱都完全交给主。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8-20
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大使命，也是带着应许的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的手中。换句话说，如
果我们接受主的差遣，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资源，以及主给我们的属灵权柄来做事。所以，我
们可以放心的去，甭轻看自己，甭讲自己沒用，主就会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主的门徒，我
们就更加要把主的教训，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要活出主的教训，好叫我们自己的门徒，
同样将主的教训记在心里，并要活出来，直到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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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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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你觉得神有视你为宝贵吗? 何以见得？Do you feel that God sees you as precious？
How do you know?
Q2. 你是否有在你软弱中从主得到力量的经历？Have you ever had the experience of
finding strength from the Lord in the midst of your weaknesses?
Q3. 请分享你传福音的见证。Please share your testimony of sharing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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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祂大能之日
•

再多两个星期左右，就是“祂大能之日”。

•

今年会以实体的方式在 6 个不同地区的地点举行。

•

鼓励大家出席的地点是靠近你平时小组进行的地方，又或是靠近你所居住的地方。

•

华语的聚会将在 8 月 7 日晚上 7.00 进行，英语的聚会则在 8 月 8 日晚上 8.00 进
行。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查看更多详情。

• FCBC 大会
•

我们今年不会举办 G12 亚洲大会。

•

然而，我们很兴奋与你分享，我们即将举办另一个大会！

•

这个大会不是 G12 亚洲大会。

•

这将是专属我们自己的 FCBC 大会！

•

这也是坚信家庭齐聚一堂，一起聆听关于教会未来的计划。

•

所以不要错过！

•

现在就把日期记下来——大会将于 8 月 25 至 28 日在触爱中心举行。

•

节目将在以下时段举行：
o 8 月 25 日，星期四：傍晚（只限领袖参加）
o 8 月 26 日，星期五：傍晚
o 8 月 27 日，星期六：全天
4

o 8 月 28 日，星期日：早上至下午
•

这个大会将以双语进行，并只限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参加。

•

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公布有关票务等更多的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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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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