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3 周（2022 年 8 月 14 日–2022 年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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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童年
目的：让大家回忆，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带给自己一生的影响。
1. 请每个人想小时候的三件事，两件事是真的，一件事是假的。（叙述事情不要太长）
2. 请组员轮流分享自己的三件事，让大家猜哪一件是假的。
3.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请组员分享其中一件真事带给自己的影响和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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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在耶稣里

赐我自由

Ha-Li-Lu-Ia! Lai O Lo Chu

Ti Ia-So' Lai

Su Goa Chu I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Ha-li-lu-ia! Lai o lo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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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来到我的里面

Ha-li-lu-ia! Lai o lo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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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kau goa e lai bin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来到我的生活

Ha-li-lu-ia! Lai o lo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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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 kau goa e seng oah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Tui ta* tit kau eng eng oan oan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chhiu

*祢的灵啊…伫哪里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Li e leng ah… ti toh ui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哪里就有自由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Toh ui chiu u chu iu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chhiu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向我的主敬拜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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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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和平的神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8 月 6 日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3:11 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慈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看众人为宝贵。也许有些人不可爱，但我们要去爱他们，并且要在神的教
会当中作追求完全的人。我们要接受鼓励、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一
同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道路，领受祂的真理。保罗说：如此，慈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
如何享有仁爱和平的神的同在？
1. 要追求完全 To pursue perfection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3:11 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
基督徒的人生，是没有站立不动的！俗话说：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属灵的道路也是
如此。基督徒行在神的道路上，每天都会面临许多的考验。只要不离开信仰，并且知道有耶
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每天靠着基督的恩典和能力，便能面对并经得起任何考验。
约伯记 Job 1:1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神称约伯为完全人，因为他完全遵守神的旨意。人要追求完全的另一个涵义，就是要无可指
责。就是当属神的人，一心一意敬畏神，远离恶事，遵行神的话，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
无可指责，这就是完全的人。
2. 要接受鼓励 To receive encouragement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3:11 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
励；…
所谓忠言逆耳！属灵人的话我们若是能听进去，就是鼓励；若听不进去，就变成责备和审判！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执念，以敞开的态度来聆听智慧的话语，尤其是耶稣基督
的声音。所以我们都要和一些乐意鼓励我们的人在一起，接受他们的鼓励。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3-7
3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4 我们在一切
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5 我们既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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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6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
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7 我们为你们所存
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当我们能够领受别人的安慰、善意的劝勉和鼓励的时候，我们就能远离悖逆、愚昧和失败。
神允许我们受苦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受损害，而是要我们得安慰和鼓励，并用自己所领受的
安慰和鼓励去安慰、鼓励以后遭遇同样痛苦的人。
3. 要同心合意 To be of one mind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3:11 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
要同心合意；…
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在腓立比书，保罗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才能兴旺福音。即使
在狱中，保罗都没有怨天尤人、顾影自怜，反而不断地琢磨着神的事工，琢磨着如何才能叫
福音兴旺。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1:3-6，
3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4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
5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6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
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保罗称赞他们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他指的是教会整体的参与。人与人之间总会有问题、但
只要我们考虑到；要同心合意才能兴旺福音！任何的问题，在福音面前都必须放下。我们都
有同样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也就是主耶稣传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遵行的使命。
4. 要彼此和睦 To be at peace with each other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3:11 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当我们能够重视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时，我们才比较有可能彼此和睦。如果你重视的是个人的
得失，便很难有和睦了！
马可福音 Mark 9:50 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主耶稣教导彼此和睦的重要。神将和好的道理及劝人和睦的职份赋予祂的儿女，每一个基督
徒都是基督和睦的使者。和睦成为了神儿女必须践行的使命，以及为神作出的荣美见证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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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3:11 末了，弟兄们，愿你们喜乐。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励；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慈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
但愿我们常追求被主充满，过彼此和睦的生活，满足主心意。“凡事为荣耀神而行”，慈爱
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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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如何按着真理去行，追求完全？How can we follow the truth and pursue
perfection?
Q2. 你是否遵行神的话，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Are you following God's word and
thriving the gospel with one accord?
Q3. 你如何在生活中不断地追求彼此和睦? How do you constantly pursue peace with
each othe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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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BC 大会
a. 例常聚会
•

这里有一些和 FCBC 大会有关的重要信息要向大家报告。

•

大会举行的周末不会进行例常的英语、双语和青少年聚会。

•

大会仍旧会在例常的聚会时间进行。

•

所以，如果你到现场参加这些时段的节目，就必须上网订票。

b. 没有儿童节目
•

大会进行期间没有供儿童参与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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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触爱中心 3 楼和副堂提供手工艺材料和其他资源让孩子们使用，以打
发时间。

c. 观看派对
•

能够以一个群体一起参加大会，感觉会更好！

•

因此，即使你在家里观看大会的线上直播，也不要独自一人观看。

•

只要有至少两人一起观看大会，那就是一个观看派对。

•

如果你计划在家里进行观看派对，我们需要你做一件事。

•

你可以上教会的网站 fcbc.org.sg/registermywatchparty，登记你的观看派
对！

•

就如领袖会议一样，你的团队牧师会把大会直播的链接发送给你。

d. 更改门票
•

大会的所有节目仍然还有门票供预订！

•

为了确保想要出席实体大会的会友都有机会获得门票，如果你已预订门票但无
法亲临现场参加大会，请将门票退还给我们。

•

若要退还门票，请电邮至 ticketing@fcbc.org.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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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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