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4 周（2022 年 8 月 21 日–2022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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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时常面对不同的压力，在面对压力时，需要正确的宣泄和疏导的渠道。
请大家轮流分享当你自己在面对压力时，你通常以什么方式减压，并说明为什么你喜欢以这
种方式减压。最后，组长总结并祷告，恳求神给我们智慧在面对生活的压力时，以健康的方
式疏解压力，而不是以放纵的方式，凡事为荣耀神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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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知我心

除祢以外

若是有祢在我生命中

Chu Ia-so' chai goa sim

Tu Li I Goa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主耶稣知我心

除祢以外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Chu Ia-so' chai goa sim

Tu Li i goa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安慰我给我性命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我就永远不惊惶

An ui goa ho' goa si* mia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Goa chiu eng oan boe kia* hia*

赐我平安赐我喜乐

除祢以外

风雨那呢大旷野这呢阔

Su goa peng an su goa hi lok

Tu Li i goa

走过风雨路祂会明白祂拢了解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Hong ho' hiah nih toa khong ia chiah nih
khoah

Kia* koe hong ho' lo' I oe beng pek I
long liau kai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有祢同在无摇动

除祢以外

U Li ong chai bo io chhoah

抹去我的眼泪给我真实在

Tu Li i goa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Chhit khi goa e bak sai ho' goa chin sit
chai

*摇呀摇呀风雨吹不倒
Io ah io ah hong ho' chhoe boe to

牵我疼我永远的照顾
Khan goa thia* goa eng oan e chiau
ko'

祂是我的信心是我帮助
I si goa e sin sim si goa pang cho'

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实好
Kian kiong goa e sim leng Ia-so' chin
sit ho

谁人会拭干我目屎
Sia* lang oe chhit ta goa bak s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互我得安慰
Sia* lang oe ho' goa tit an ui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我就永远不孤单
Goa chiu eng oan boe ko' toa*

有祢相作伴与祢逗阵行
U Li sa* choe phoa* kap Li tau tin kia*

充满温暖不畏寒

*虽然我的肉体及我的心肠

Chhiong moa un loan boe ui koa*

Sui jian goa e jiok the kap goa e sim
tng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渐渐地消退
Chiam chiam e siau the

总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力量
Chong si Siong-te si goa sim lai e lat
liong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Si goa e hok hun, tit kau eng oan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祢心肝
Kam goan ui goa siu chin thoa boa chiong
goa tng choe Li sim koa*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与主连相倚
Un cheng chiah toa cha* iu* kam sia it
seng kap Chu liam sio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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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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有神在我生命中

讲员: 郑丽群牧师 Ps Patsy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8 月 13 日
当我们面对人生前面的道路时，我们有时会害怕，有时不知道应该怎样走。有些人可能对未
来会感到恐惧，希望有人可以指引你，陪你一起走前面的人生路。其实，真正能指引我们道
路的只有爱我们的上帝。
诗篇 Psalm 78:14 他白日用云彩，终夜用火光，引导他们。
当埃及人在旷野时，上帝以云柱和火柱来指引他们的道路。
诗篇 Psalm 119: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神要以祂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人生路。
若是有神在我生命中：
1. 我不惧怕 I am not afraid
申命记 Deuteronomy 31:8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神不会不管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祂时时都会与我们同在。
约翰一书 1 John 4:4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神在我们里面，比什么都大，所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感到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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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会陪着我们，牵我们的手走。我们要将不
知道的未来交托给神，因祂是一个连风和海都听从的神。神会成就自己的旨意，祂知道要怎
么做，祂会引导我们走最好的道路。
诗篇 Psalm 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上帝是“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圣经叫我们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
穿什么，因为上帝知道，并且会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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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不孤单 I am not alone
诗篇 Psalm 23:4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
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孤单、忧伤、绝望、在死荫的幽谷时，神与我们同在，祂会安慰我们。
约翰福音 John 16:32 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神会每时每刻陪着我们一起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当我们开心喜乐时，神也与我们一起开心；
当我们伤心难过时，神也会与我们一起分担。
马太福音 Matthew 28:20 ...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我们经过人生的风雨路时，神会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安慰我们，保护我们。有神在
我们生命中，我们不会感到孤单。我们不需要孤单一个人面对生命的困难和挑战，因为神要
与我们一起面对它们。
3. 我必得胜 I will be victorious
有神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可以胜过所面对的一切困难和挑战。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17:45-47
45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
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46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
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47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
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少年时的大卫不怕他的强敌歌利亚。他敢于迎战歌利亚，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强大，而是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充满了对上帝的信心，结果打胜了歌利亚。
歌利亚代表了我们看到的一切可怕的困难。若我们看着困难，就会忘记上帝的大能，且会被
困难吓倒；但若我们看着上帝，就能凭着信心，藉着祂的大能大力，胜过一切的困难！
罗马书 Romans 8: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唯有祂是至高的掌管者。我们要凡事仰望神，倚靠神，借着祷告和祈求，
我们能在神的保守中走出困境，并且得胜有余。
小组讨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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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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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心里是否有什么使你害怕的事？你要如何胜过它？Please share if there is
anything in your heart that you are afraid of? How do you overcome it?
Q2. 请分享当你感到孤单时，你会找谁来陪伴你？你是否会在孤单时感受到神的同在？
Please share who do you turn to when you feel lonely? Do you feel God's presence
when you are alone?
Q3. 请分享一件因你在困难中倚靠神，而结果得胜的经历。Please share an experience
that resulted in victory because you trusted God in difficul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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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会除了实体也将进行在线直播。

•

在此澄清，由于此大会只限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参加，因此在线直播将不公开给
大众收看。

•

直播的链接会透过团队牧师发给小组组长。

a. 没有儿童节目
o 我们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保亮牧师和领袖们分享过，我们希望与外部供应商
合作，为儿童提供一些结构性的节目。但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供应
商。
o 因此我们在触爱中心 3 楼和副堂划出了空间，让家长们可以在大会进行期间照
顾孩子。
o 我们的 G 代儿童团队将在这些空间提供各种资源供你的孩子使用。然而，这些
资源对 9 岁和以下的孩子比较有用。

4

o 与此相关的最后一点，10 岁及以上无论是到触爱中心或新达城参加大会的儿
童需凭门票入场。
b. 观看派对
o 能够以一个群体一起参加大会，感觉会更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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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只要有至少两人一起观看大会，那就是一个观看派对。
o 如果你计划在家里进行观看派对，我们需要你做一件事。
o 你可以上教会的网站 fcbc.org.sg/registermywatchparty，登记你的观看派
对！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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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更改门票
o 从 8 月 18 日（来临周四）开始，每个团队剩余的门票将向教会的其他会友开
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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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若要退还门票，请电邮至 ticketing@fcbc.org.sg。
•

现在是给所有的领袖们最后的提醒，我们将在 8 月 25 日，星期四与主任牧师一
起参加大会。

•

此时段不需要预订门票。

•

我们希望所有的领袖尽量腾出时间出席实体大会，但如果你无法出席，你的团队
牧师会将在线直播的链接发给你。

•

你 可 以 浏 览 教 会 的 网 站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fcbc-conference2022，查看有关大会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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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