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8（2022 年 9 月 18 日–2022 年 9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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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存款
目的：增进组员之间的感情和小组凝聚力
内容：请每个组员找一个比较熟悉的组员，两人彼此向其他组员介绍对方的三个优点和一件
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每人限时 3 分钟以内）。如果有新朋友，请邀请他的组员为大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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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耶和华祝福满满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I si Ia-so' I si Ia-so'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祂是我的神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I si goa e Sin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神啊, 我的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赞美祂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o lo I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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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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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使地上发芽结实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显出爱疼的根据

神啊, 我的神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Sin ah, goa e Sin

*耶和华祝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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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我要举手敬拜祂

神啊, 我的神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Sin ah, goa e Sin

出欢喜的歌声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Chhut hoa* hi e koa sia*

Goa beh thiau bu o lo Li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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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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蒙福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9 月 10 日
诗篇 Psalm 8:1,3-9
1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
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
他？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
下。”9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这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赞美的诗篇。他在夜晚看见了又圆又明亮的月亮与满天的星星，心里有
很大的感叹。他深深知道，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奇妙的创作，因此内心发出对神的称赞
和颂赞。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彰显在天上，他看见了神的力量、神的奇妙和神的伟大。他呼召
所有的人都来赞美这位创造一切万物的上帝。
相比之下，大卫同时也感受到人的卑微，人的软弱，人的无能无力。但是，神竟然顾念我们
这些微不足道的世人，并给人好像与神一样的荣耀，和给人管理其他创造物的权柄。
诗篇 Psalm 8:4 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这两句话代表神奇妙的恩典，神竟顾念和眷顾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人应当信神，并赞美祂，
依靠祂的恩典，从自己的软弱中进入尊荣，重新恢复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
神顾念和眷顾我们，在神的眼中：
1. 人是神的杰作 ── 是神的荣耀 Man is God's Masterpiece - God's Glory
诗篇 Psalm 8: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人当初被造时的地位，只比天使微小一点，有极大的荣耀和尊贵。
杰作就是艺术家在完成作品后，感到非常满意的。每一件杰作都是艺术家的骄傲。上帝在宇
宙中所创造的一切，唯有人类是祂创造后，说“很好”，其他的祂只是说“好”。我们都是
上帝的杰作，是祂的骄傲，是祂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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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Psalm 139:14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大卫心里深深知道，自己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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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在上帝所有的创造中惟一有神的形像和样式的。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成的，所以我们
想的东西，我们讲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都要反映出神的荣光，神的荣耀。
2. 人是神的管家 ── 是神的器皿 Man is God's Steward - God's Vessel
诗篇 Pslam 8:6-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神赐给人类「管理万物」的使命。「管理」不等于「拥有」，人只不过是神所委派的管家。
神的旨意是要人管理祂所创造的世界，这是人类的责任。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4:2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们要忠心的管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一个忠心的人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忠诚的。
若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将交托给我们更多更大的事。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
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上帝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收成的准备。中秋节是农民们为了一年的丰收而感恩，并庆祝的日子。
庄稼都已经成熟了，收成是丰富的。你和我都是上帝要使用的器皿，我们都要去为主作见证，
去分享福音，带人信主。
约翰福音 John 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
们的果子常存，…
当上帝拣选我们，祂也必赐给我们能力，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去完成祂给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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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已经知道你是神的杰作，是神的荣耀，那你要如何在生活中反映出神的荣光呢？
Since you now know that you are God's Masterpiece and God's Glory, how do you
reflect the glory of God in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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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既然你已经知道你是神的管家，是神的器皿，那你要如何忠心管理神委托给你的家庭，
事业和服事呢？Since you now know that you are God's Steward and God's Vessel,
how do you faithfully manage the family, career and ministry that God has entruste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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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会的最新消息
a) 佩戴口罩
•

首先，我们的聚会不再强制佩戴口罩。

•

由于宗教集会属于大型的活动，因此还是得实施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

•

我们在新达城的双语聚会以及福建聚会将开放给所有人参加，无论是否已完成疫苗接
种。

•

其他聚会只开放给完成疫苗接种者参加。

• 坚信浸信教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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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