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43 周（2022 年 10 月 23 日–2022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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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点子
目的：动一动脑筋
内容：如果你需要负责买$10 的茶点供给正在开会的 20 个人，你会怎样做使他们留下
深刻的印象。分组想一想，有何创意点子，请每位组员轮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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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年

永远赞美主

无限的爱

Chia Choe Ni

Eng Oan O Lo Chu

Bo Han E Ai

这多年信耶稣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主祢是我的生命

Chia choe ni sin Ia-so'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Chu Li si goa e se* mia

经过风经过雨
Keng koe hong keng koe ho'

有目屎有艰苦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风雨同心逗阵走
Hong ho' tang sim tau tin kia*

梦中有祢甲阮来作伴

U bak sai u kan kho'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Bang tiong u Li kap goan lai choe phoa*

记得救主会看顾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脚步有祢的引导

Ki tit Kiu Chu e khoa* ko'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Kha po' u Li e in chhoa

主爱我才知影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Chu ai goa chiah chai ia*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着专心听主声
Tioh choan sim thia* Chu sia*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2X)
感谢祢对阮的爱
Kam sia Li tui goan e ai

给我机会对头来

有喜乐有平安有主疼

Ho' goa ki hoe tui thau lai

U hi lok u peng an u Chu thia*

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

*有主甲我相作伴

Thi* teng peh hun phoa* goan chau thian gai

U Chu kap goa sa* choe phoa*

天使永远甲我同在

风雨日子无摇动

Thi* sai eng oan kap goa tang chai

Hong ho' jit chi bo io chhoah

*我欲大声唱互人知

主恩情安慰我

Goa beh toa sia* chhiu* ho' lang chai

Chu un cheng an ui goa

耶和华有无限的爱

主的话引导我

Ia-ho-hoa u bo han e ai

Chu e oe in chhoa goa

世间的人拢来敬拜

有主同在无孤单

Se kan e lang long lai keng pai

U Chu tang chai bo ko' toa*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朋友心里你会知影

Ia-ho-hoa si oan choan e ai

Peng iu sim lai li e chai ia*

虽有伤虽有痛
Sui u siong sui u thia*

有耶稣逗阵走
U Ia-so' tau tin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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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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我们的未来

讲员: 彭伟纶牧师 Ps Patrick Pang

讲道日期：2022 年 10 月 15 日
路加福音 Luke 16:19-31
19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20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
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21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
的疮。22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23 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24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
这火焰里极其痛苦。’25 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26 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
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27 财主说：‘我祖
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28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
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29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
从。’30 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31 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拉撒路和财主两位的生命，在世人眼中，他们两位的身份悬殊；但他们死后的待遇，却也是
极端和不可思义的。所以从而知道，在神的眼中看为重要的是：我们能遵守在圣经里的教导，
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並行出神的旨意，更为重要。
要确保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了解：
1. 有天堂可以欢庆 There is heaven to celebrate
启示录 Revelation 21:4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
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神与我们同在，不再有辛苦的劳动，但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成果。
2. 有地狱需要避开 There is hell to avoid
马可福音 Mark 9:48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没有神的同在，只有痛苦、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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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3:23-28
23 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24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25 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
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26 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27 他要
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28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了。
我们可有遵循神的话与教导而在生活中行出来？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6:9-11
9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
做娈童的、亲男色的、10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11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
洗净、成圣、称义了。
我们反省可有这一切的罪恶？通过悔过来避免地狱之灾。
罗马书 Romans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
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我们读先知的话语，就能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3. 有生命必须活好 Must live a good life
●

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又想神又想钱时，钱会变大成为偶像。
●

不要单单听道，也要行道。

雅各书 James 1:22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不要只是看见，走后，随即忘了。
●

不要只顾自己，也要行善。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6: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
有同情心，帮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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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有钱的财主会去到地狱受苦？你从财主的生命学到了什么功课？Why do the
rich man go to hell to suffer? What lessons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life of the rich
man?
Q2. 你要如何逃离地狱的火焰？你目前的生活方式必须做出怎样的调整？How do you
escape from the flames of hell? What adjustments must be made to your current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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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卫生部已全面解除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

•

因此，我们的聚会现已开放给所有人出席，无论是否已完成疫苗接种。

•

新达城的双语聚会也无需订票出席。

● 守圣餐
•

我们将于 11 月 5 和 6 日在所有的聚会中守圣餐！

•

如果你参加实体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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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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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