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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1 周（2022 年 7 月 31 日–2022 年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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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深认识自己： 

1. 请用一种动物或者昆虫来代表自己。 

2. 请分享为什么你会选择这动物或者昆虫呢? 

例如：我觉得我像是一只蜗牛！因为蜗牛爬行很慢，当遇到危险时会收缩在自己的壳里，但

随后仍会探头出来继续往前。就像我学习比较缓慢，可是还是坚持和不放弃，况且凡蜗牛走

过的地方会留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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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举手赞美祢 (2X) 
Goa beh giah chhiu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Goa beh thiau bu o l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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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新的心  
Ho’ Goa Sin E Sim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手里拿著我的心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求祢悦纳我的心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哦我放我这颗心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在祢的手里面  
Ti Li e chhiu lai bin 

请祢给我新的心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会明白祢的心意 
Oe beng pek Li e sim i 

求帮助我,  主圣灵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给我越来越爱祢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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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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逢神                   讲员: 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7 月 23 日 

 

约翰福音 John 2:1-11 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

席。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4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

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

么。”6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7 耶稣对用人

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8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

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9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

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

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也有许多“酒用尽了”的时候。正所谓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

常有意外，不顺心的时候。中国有一句谚语：「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但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耶稣！ 

 

马可福音 Mark 10:27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世上有苦难，如果没有耶稣同在，尽头就是尽头。可是当我们遇

见耶稣，一切的“酒用尽了”的时候，耶稣都会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从绝望走到盼

望，从失败走向胜利！ 

 

当“酒用尽了”时，我们要如何能经历神迹？ 

一.  邀请耶稣 Invite Jesus 

约翰福音 John 2:2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婚宴的新人或许並不知道神迹的发生，但他们是活在神迹当中，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重要又正

确的决定，就是邀请了耶稣。结果耶稣却成为他们的贵人，解救他们免于颜面尽失的尴尬！ 

 

你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在你生活的每一天，让祂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在你的心

里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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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Revelation 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

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是耶稣的感叹，祂不是在叩外邦人的门，祂叩的是教会的门，是老底嘉教会的门，但老底

嘉教会却把祂拒于门外。今天，你是否有真正邀请耶稣进到你心里，天天与祂"一同坐席"呢？ 

 

二.  求告耶稣 Call on Jesus 

约翰福音 John 2: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当马利亚得知“酒用尽了”，她做了一件她知道必然有效的事，就是去告诉耶稣：“他们没

有酒了。”因为玛丽亚知道耶稣是谁！ 

 

所以当马利亚发现“酒用尽了”，她并没有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也没有向其他人求助，因为

她知道： 

1）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样紧急的需要，婚宴的新人是无法在短时间买到更多的酒，他们无能为力。所以马利亚直

接的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因为她相信耶稣能也会帮忙解决问题。 

2）凡事向神祷告 

很多人碰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找人帮忙，如果解决不了，再到耶稣面前求助。 

 

没有任何的事大到神不能做，没有任何事小到不能告诉神！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6-7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 神所赐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三.  听从耶稣 Obey Jesus 

约翰福音 John 2:5 他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要经历神迹，我们就要听从耶稣的吩咐。“顺服是一切神迹的开端”。耶稣的母亲对用人说

“祂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神迹的关键是 – 照主所说的去行！哪一天开始对神唯

命是从，哪一天我们便开始蒙恩。 

 

约翰福音 John 2:7-8 

7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8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

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用人照着主的话做，水就变成酒了，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即使觉得莫名其妙，

无法理解，只要顺服听从耶稣就够了！ 

管筵席的人尝了水变的酒，他就把新郎给叫来了，对新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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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2: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用人的不一般顺服： 

一．是即刻的: …他们就倒满了…他们就送了去…。 

二．是完全的: 这些用人对主耶稣是完全的顺服，其一，从倒水上看，“耶稣对用人说，把

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三．是默默的: 用人一切都让耶稣作主。 

  

即使在面对酒用尽了的困难中，只要我们有耶稣的同在（邀请耶稣），我们向祂祈求（求告

耶稣），我们完全的顺服（听从耶稣），只要有神，我们最好的还在前面，最好的还在明天，

明天会更好！一切未成定局，好事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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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真正邀请耶稣在你的生命，婚姻，家庭，事业... ? 在你生活的每一天，让祂成

为你生命的中心，在你的心里居首位？请分享。Have you truly invited Jesus into your 

life, marriage, family, career... ? In every day of your life, let Him become the center 

of your life, taking the first place in your heart? Please share. 
 

Q2. 当你遇到问题时，你是直接带到耶稣面前，还是首先想到找人帮忙？为什么？请分享。

When you encounter problems, do you bring them directly to Jesus, or do you first 

think of asking someone for help? Why? Please share. 

 

Q3. 请分享在你目前的生活中，是否有处于”酒用尽“的境况？即使在面对酒用尽了的困难

中，只要我们有耶稣的同在（邀请耶稣），我们向祂祈求（求告耶稣），我们完全的顺服

（听从耶稣），只要有神，我们最好的还在前面，一切未成定局，好事还在后头。彼此代祷，

相互扶持。Please share in your current life, are you in a situation of "running out of 

wine"? Even when facing the difficulty of running out of wine, as long as we have the 

presence of Jesus (invite Jesus), we pray to Him (call on Jesus), we obey Him 

completely (obey Jesus), as long as there is God, our best is still ahead of us, nothing 

is yet decided, and good things are yet to come. Pray for each other and suppor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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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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BC 大会 

• 我们的 FCBC 大会将于 8 月 25 至 28 日，以线上和实体的方式举行。 

a. 地点 

o 所有的节目将在触爱中心现场进行，而特定时段则会在新达城进行现场直播 

（8 月 27 日，星期六 – 晚上；8月 28 日，星期日 – 早上+下午）。 

o 我们鼓励你尽可能与小组组员一起参加大会。所以，即使你在线上观看，也与

小组一起在同一个地点观看。 

o 为了协助你开始做出适当的安排，请留意以下的资讯。 

 

b. 票务 

o 你可以从 7 月 30 日开始订票。不同的节目时段需预订不同的门票，先到先得。 

o 请上教会的网站或社交媒体查看节目的时间表。 

o 在各节目时段，每个团队会被分配一定数量的门票。 

o 团队牧师会向各自的团队发出订票的密码。 

o 请在 8 月 17 日之前上网订票。 

o 从 8 月 18 日起，所有剩余的门票将开放给其他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预订，包

括没有参加小组的会友。 

o 请注意，所有在现场进行的节目只开放给完成疫苗接种者出席。 

o 只有在现场进行的节目需要预订门票出席。10 岁及以上的会友需凭门票入场。 

o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公布更多详情。 

 

• 复兴 1972 

• 本地的两个基督教网站，Thirst和 Salt & Light制作了一部名为《复兴 1972》的

纪录片。 

• 这部纪录片将在本月登场，距离 1972年的钟楼复兴整整50年。该复兴始于本地

的校园，再向外延伸，给新加坡的众教会和信徒带来极大的影响力。 

• 我们最近的讲道都与圣灵有关，而此纪录片恰好是这一系列的讲道的延续！ 

• 你可以到这个网址 thirst.sg/revival1972ch 观看这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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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圣餐 

• 下个月，我们将在 8 月 6 和 7 日的所有聚会中守圣餐。 

• 如果你来参加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坚信浸信教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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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的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