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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 周（2021 年 1 月 10 日–2021 年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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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猜中有奖 

内容： 

1. 组长先写下从 0 至 100 之间的一个数字，如“25”。然后按次序由左到右让组员猜这个数

字，猜中的人有奖。 

2. 例如：当 左边第 1 个人猜“78”时，组长说：“不对，是 78 到 0 之间”。当左边第 2 个人

猜“10”，组长说：“不对，是 10 到 78 之间”，如此渐渐缩小范围，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

猜到。 

3. 猜中的人有奖，组长要让其他所有的组员，每个人都送给这位猜中的组员一句圣经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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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坚定我软弱信心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Li 

保守我的心 
Po Siu Goa E Sim 

 

主啊保守我的心 
Chu ah, po siu goa e sim 

胜过保守我的一切 
Seng koe po siu goa e it chhe 

因为一生的果效 
In ui it seng e ko hau 

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Si tui goa e sim lai hoat chhut 

 

*哦恳求主洁净我心 
O khun kiu Chu kiat cheng goa sim 

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Ui goa cho chit kho chheng kiat e sim 

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 
Khun kui Seng Leng khia ti goa lai 

bin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Ho' goa tiong sin u chia* tit e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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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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教会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 月 2 日 

 

使徒行传 Acts 2:42-47 (CCB) 

42 他们都一心遵守使徒的教导，一起团契、掰饼、祷告。43 大家都满心敬畏上帝。使徒又行

了很多神迹奇事。44 信徒聚在一起，共用所有的东西。45 他们把田产家业变卖了，按照各人

的需要把钱分给大家。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聚集在圣殿里敬拜上帝，又在各人家中掰饼聚

会，以欢喜、慷慨的心分享食物，47 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主使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 

 

为主而活，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1. 对神的话语更有热情（每天读经一章，烦恼都扫光） 

More fervour for God’s Word (Reading the bible a chapter a day, all worries are 

swept away) 

 

使徒行传 Acts 2:42 (CCB) 他们都一心遵守使徒的教导… 

他们听上帝的话语，是“一心遵守”上帝的话语，不是三心二意的！更重要的是，不只是“听

道”，他们更是“行道”！ 

初代教会的信徒对上帝的话语有极大的热情，他们有属灵的饥渴，将上帝的话语“吃进去”心

里，然后就在言行举止上“行出来”。 

 

“信徒三得”- 对神的话记得，懂得，行得。—— 马丁路德 

 

上帝的话语是祂写给祂爱的子民的“情书”，是上帝要对他们说的重要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有生命力，有能力。就像大锤能破碎我们刚硬的心，像烈火能洁净我们污秽的生命，

又能焚烧我们冷漠的心，使其火热起来。 

 

听道信道守道又行道，得光见光就光再发光。 

在这崭新的一年，让我们立志为主而活，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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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彼此服事更有热情（关心服事，分享爱意）  

More fervour in serving one another (Serving caringly, sharing love) 

 

使徒行传 Acts 2:44-45 (CCB) 

44 信徒聚在一起，共用所有的东西。45 他们把田产家业变卖了，按照各人的需要把钱分给大

家。 

一个火热的教会愿意彼此无私地付出，而非自私自利；不计较谁付出较多，不在乎谁得到较多。

初代教会的门徒对彼此服事非常有热情，愿意为他人多走一里路！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23-24 

23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24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

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尽你所能去行善，无论是什么途径，什么方式，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对象，从今时直到

永远。——约翰 卫斯理 

 

每次想到耶稣将要再来，我就三倍努力的服事。——慕迪 

 

服事 - 是献，不是炫！ 

服事 - 是你很愿意，不是你很厉害！ 

服事 - 是彼此配搭，不是分派结党！ 

服事 - 是自知不足，不是比别人强！ 

服事 - 是放下自己，不是依然故我！ 

服事 - 是得人荣神，不是想出风头！ 

服事 - 是真心真意，不是虚情假意！ 

 

3. 对小组团契更有热情（欢喜相聚，彼此造就） 

More fervour for cell fellowship (Gathering joyfully, edifying one another) 

 

使徒行传 Acts 2:46-47 (CCB) 

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聚集在圣殿里敬拜上帝，又在各人家中掰饼聚会，以欢喜、慷慨的心

分享食物，47 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主使得救人数与日俱增。 

初代教会参与小组团契是充满热情的。他们是天天聚集，而且是以欢喜、慷慨的心分享物，赞

美上帝，享受彼此相聚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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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会不是想到小组聚会要到来时，就说：“呃，又是星期五了！”，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

到小组去；进去时一条虫，离开时却是一条龙。然后，如果组长说下个星期休息没有小组，他

们马上举手欢呼：“吔，放假了！” 

 

初代教会的门徒对于参与小组团契有满腔的热情，就像大卫来到上帝的殿充滿愉悦。 

诗篇 Psalm 122:1 (CCB) 人们对我说：“让我们去耶和华的殿吧！”我感到欢喜。 

 

希伯来书 Hebrews 10:24-25 (CCB) 

24 我们要想办法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 不要停止聚会，像 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要互相鼓励，特别是你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当我们对小组团聚充满热情时，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看到就会受到感染，心想怎么会有这

么开心，这么有爱的团契呢？因此他们便被吸引过来参与，使更多的人信主！ 

 

4. 对赢得灵魂更有热情 More fervour in winning lost souls 

 

使徒行传 Acts 2:47 (CCB) 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主使得救的人数与日俱增。 

初代教会对赢得灵魂非常有热情，他们领受了救恩礼物之后，就积极的将福音分享给他们周遭

的每一个人。即使他们面对层出不穷的阻碍，遭逼迫、受试探、遇患难，他们仍然奋不顾身，

毫不畏惧的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使更多的灵魂得救！ 

 

福音的重点是上帝要救人，我们有救命的仙丹。因此我们岂能看见了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而袖手

旁观，竟然不把这份美好的礼物也分享给他们。 

 

上帝托付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大使命：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所以我们要踏出去，走出去，跨出去，把上帝的福音分享出去。 

 

彼得后书 2 Peter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

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这是主耶稣的最大心愿。 

 

在这崭新的一年，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祈求祂赐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一起成为一个火热

的教会，建立 G12 的门徒，影响这个世代，让上帝更得荣耀。 

耶利米书 Jeremiah 20:9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

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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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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因在火热的教会而感到兴奋吗？为什么？Are you excited to be in a fervent church? 

Why? 

 

Q2. 你对教会的哪方面充满热忱？What aspect of the church are you passionate about? 

 

Q3. 你希望上帝如何在认识祂的话语、服事祂的子民、参加小组和分享福音的方面帮助你成长？

How do you want God to help you in your growth in knowing His word, serving His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cell and sharing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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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会议 

• 我们想于 1 月 20 日，星期三与所有的领袖在线上会面。 

• 领袖会议将于晚上 8.00 - 9.30 进行。 

• 会议将在 YouTube 进行，届时你们的团队牧师将与你分享链接。 

•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 你可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触爱庆团圆 

• 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触爱社会服务准备了红包袋。 

• 若想预订红包袋，请扫描二维码或上网 touch.org.sg/hongbao2021/fcbc。 

• 记得要在 1 月 17 日，下个星期日之前预订。 

• 红包袋将于下个月送到你的邮箱。 

• 如果你想为触爱社会服务做一个特别的捐赠，请上网 tinyurl.com/touchhongb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