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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1 周（2020 年 10 月 4 日–2020 年 10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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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分享生命中的一种营垒，比如可能是别人的一句话使你感到受伤，无法原谅对方；或者是

一种失败的体验，让你自卑，自信心受到打击，一直无法突破，等等。分享完后， 两个人一组

为对方祷告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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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Chu Si 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更改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离开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清心的人可看见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顺服的人可听见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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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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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an phang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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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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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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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风雨路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9 月 26 日 

 

彼得前书 1 Peter 3:8-18, 22 (CCB) 

8 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合意，互相关怀，彼此相爱，仁慈谦虚。9 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

辱骂，反要祝福对方，这是你们蒙召的目的，好叫你们得到祝福。10 因为圣经上说：“若有

人热爱生命，渴望幸福，就要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11 要弃恶行善，竭力追求

和睦。12 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义人，祂的耳朵垂听他们的祈求。但主必严惩作恶之人。”13 如

果你们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14 就算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害怕别人的恐

吓，也不要惊慌，15 要心里尊基督为主。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的盼望，你们要随时准备答

复，16 但态度要温和恭敬，存无愧的良心。这样，那些对你们因信基督而有的好品行妄加诬

蔑的人会自觉羞愧。17 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这也总比你们因作恶而受苦

强。18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以无罪之身代替不义之人，为要领你们到上帝面前。祂

的肉体虽被处死，但祂借着圣灵复活了。... 22 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

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祂。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虽然走过了许多的风雨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不能

动摇，仍旧要过一个虔诚的生命，勇敢地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当别人

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会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要如何在人生的风雨路上保持虔诚？ 

 

1. 群体 – 不要孤单 Community – Do not be alone 

我们不要一个人孤单地面对人生的风雨。我们需要有人相伴，一起面对，一起走过风雨路。 

 

彼得前书 1 Peter 3:8 (CCB) 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合意，互相关怀，彼此相爱，仁慈谦虚。 

我们需要有一个群体围绕着我们，一起去面对生命中所有的风风雨雨。我们常听到的一句名言：

“如果你想走得快，就孤单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就与大家结伴一起走。“ 一路上彼此

扶持，彼此帮助，才能走得远。我们要记得：团结就是力量！ 

 

加拉太书 Galatians 6:2 (CCB) 你们要分担（承担）彼此的重担，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 

基督徒的群体必须分担彼此的重担，每人承担一些，担子就不会那么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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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 Peter 3:11 (CCB) …竭力追求和睦。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3 以和平彼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们需要在群体里竭力追求和睦，持守合一。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谦卑，更多的舍己，少看自

己，更多看重别人的需要。我们要互相关怀，彼此相爱，彼此鼓励。 

 

传道书 Ecclesiastes 4:12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当我们孤单一个人做事，不要别人的帮助，不要在群体里，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撒旦魔鬼击倒。 

我们不是受造独自做事，所以不要孤立自己。 

 

2. 委身 – 不要害怕 Commitment – Do not be afraid 

我们必须委身于上帝，一生跟随祂。我们不要害怕面对人生的风雨，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彼得前书 1 Peter 3:15 (CCB) 

要心里尊基督为主。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的盼望，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 

我们要心里尊基督为主，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必须委身于上帝，但我们却不是常常

都委身于祂。在发生苦难的过程当中，往往就是我们最不委身的时刻。 

 

彼得前书 1 Peter 3:14 (CCB) 

就算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害怕别人的恐吓，也不要惊慌，  

当我们害怕、惊慌时，我们的委身就会动摇了，恐惧会影响我们的委身。我们是委身于全能的

上帝，祂与我们同在，祂必保守我们。为忘了，我们的神大过我们生命所面对的种种问题。 

 

不要只告诉神你的问题有多大，告诉你的问题你的神有多大！ 

 

诗篇 Psalm 84:11-12  11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

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12 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雨时，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

助。其实，在苦难中，我们应该更要委身于上帝，更要倚靠祂，成为有福的人！ 

 

箴言 Proverbs 9: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它的东西他什么都不怕。他能全心全意地委身于上帝。 

 

3. 宣告 – 耶稣是主 Confession – Jesus is Lord 

我们要常常宣告耶稣是主。当我们宣告的时候，祂听见、祂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从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而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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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作救主，也已经洗礼了，但是却不要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亲近祂。

他们只把耶稣当成是一架提款机，需要耶稣的祝福时才找祂。因此，耶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主。 

 

彼得前书 1 Peter 3:15 (CCB) 

要心里尊基督为主。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的盼望，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 

我们必须随时答复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宣告。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

雨时，我们要做的一个宣告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不只要拯救我们，作我们的救主，赐给我们永生；祂更希望我们能把我们生命的主权

交给祂，让祂带领我们。我们要跟随他，作祂的门徒。 

 

加拉太书 Galatians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使徒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宣告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所以他说现在活着的保罗，已经不再是

保罗自己了，而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诗篇 Psalm 91:14-15 

14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15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在人生的风雨路上，凡宣告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主的人，上帝一定会保护他们。 

 

使徒彼得在总结这章经文时，肯定了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权柄。当我们走在人生的风雨路上时，

使徒彼得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彼得前书 1 Peter 3:22 (CCB) 

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祂。 

天上众天使、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耶稣基督，这表示祂是至高的权威。所以我们的宣告

是很重要的，能帮助我们胜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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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面对生命中的困难时，你会与他人分享你的难处，还是选择孤立自己，独自的去面对？

When you face difficulties in life, do you share your difficulties with others, or choose 

to isolate yourself and face them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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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请分享你要如何胜过困难时所带给你的惧怕。Please share how would you overcome 

the fear that is brought to you in times of difficulty. 

 

Q3. 请分享当你面对困难时，你是否仍然委身于上帝，或是对祂的信心开始动摇了？组长带领

大家一起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Please share when you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are you still committed to God or your faith in Him begins to waver?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declare : Jesus Christ is the Lord of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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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订坚信浸信教会的红包封套 2021 

• 如果你想获取 2021 年坚信浸信教会农历新年的红包封套，请上网预订     

fcbc.org.sg/redpacket2021。 

• 每位会友最多可获赠两套。 

• 红包封套一套五个。 

• 我们将透过邮寄的方式，于 2021 年 2 月初之前送到你的邮箱中。 

• 此订取表格将于 10 月 14 日截止预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