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29 周（2021 年 7 月 18 日–202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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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不再孤单
内容：请每个组员造句：
1. 当……的时候，我会觉得孤单。（鼓励组员想出一个让他感觉孤单的情境或事件。但留意这
个事件不要攻击到小组中的其他组员。）
2. 孤单的感觉就好像…（鼓励组员用画面或语言图像或词组来形容。）
3. 组长（或旁边的组员）可以复述刚才发言的组员的语意，让组员觉得被了解，如果组中人数
较多，可以 4 人分成一个小组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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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疼爱世间人

主圣灵

亲近主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Chu Seng Leng

Chhin Kun Chu

上帝疼爱世间人

主圣灵! 我需要祢与我同行

亲近主, 亲近主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kap goa
tang kia*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救恩赐给你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Kiu un su ho' li

主圣灵! 我需要祢来带领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祂是全能的救主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lai toa
nia

亲近主, 亲近主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咱当信靠祂

让我甭靠自己, 让我能顺服祢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Ho' goa boe kho ka ki, ho' goa thang
sun hok L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你若心里有忧愁

求主圣灵坚强我的心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Kiu Chu Seng Leng kian kiong goa e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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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认识祢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Lan tioh sin kho I

应当向主求
Eng tong hiong Chu kiu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jin bat Li

平安赐给你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亲近祢

Peng an su ho' li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chhin kun Li

让我知影祢的真理
Ho' goa chai ia* Li e chin li

让我明白祢的真理
Ho' goa beng pek Li e chi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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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我软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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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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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祷告吗？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7 月 10 日
你有祷告吗？有每天祷告吗？还是：






有需要就祷告？没需要就不祷告？
有病痛就祷告？没病痛就不祷告？
有烦恼就祷告？没烦恼就不祷告？
记得就祷告？不记得就不祷告？

不行，我们每天都要祷告。祷告其实是我们每日必须做的事，而且它能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
马太福音 Matthew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当我们关心上帝的事，上帝也会关心我们的事。
马太福音 Matthew 6:9-13
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10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12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
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时，教导门徒祷告的唯一一段祷告文，称为主祷文。
以上主祷文的内容是由一个称呼，三个愿望，三个祈求和一个颂赞组成的。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要如何祷告。
1. 一个称呼 - 天上的父 A Call - Father in Heaven
马太福音 Matthew 6:9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耶稣一开始就教导我们称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对上帝的本性，以
及祂和我们的亲密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更能加深我们对天父上帝的信靠、敬爱、顺从的
心，并也能使我们的祷告更有力量，更加得蒙祂的喜悦。『父』特别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称上帝为父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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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7:9-11
9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10 求鱼，反给他蛇呢？11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
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超过地上父亲对孩子的爱。当我们称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时，这里
的我们不但是指主内众弟兄姐妹，也是指所有的世人。天父不但爱主内众弟兄姐妹，也爱普世
众人。因此我们在祷告时，要体会到天父的慈悲心肠，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也为普世众人代求。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2:1-4
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2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
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3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4 他愿意万人得
救，明白真道。
彼得后书 2 Peter 3:9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我们称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的儿女，既有福气
和权利，也有责任和义务，并一心以天父的事为念，尊荣天父的圣名，將人帶进天父的国度，
并遵行天父的旨意。
2. 三个愿望 - 神的国度 Three Wishes - The kingdom of God
马太福音 Matthew 6:9-10
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10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要关心神的三件事，



神的荣耀 God’s glory

马太福音 Matthew 6:9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若要使天父的名被尊为圣，就要在我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以及各样的事上尊荣天
父的圣名。



神国的扩展 Expansion of God’s kingdom

马太福音 Matthew 6:10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若愿上帝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我们首先在自己方面就当不断靠主恩助作成得救的工夫，
同时也要积极完成传道救恩的工作，使恩典的国度降临在更多的人心里，使得救的人数满足，
让基督和祂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神旨意的自由 Freedom of God’s will

马太福音 Matthew 6:10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只有当上帝的名在地上被尊为圣，当上帝的国降临在地上时，上帝的旨意才可能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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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个祈求 - 身心灵的需要 Three Prayers - The needs of body, soul and spirit
马太福音 Matthew 6:11-13
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13 不叫我们遇见
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要祈求神的三件事，



生理的需要 Physiological needs

马太福音 Matthew 6: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满有信心地求上帝供应我们身体方面的一切需要。不仅是日用的饮食，而按照同样的
原则也包括穿的、用的、住的以及其它一切生活的必需，也包括维持我们属灵生命健康成长的
属灵饮食，就是上帝的话语。



心理的需要 Psychological needs

马太福音 Matthew 6:12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路加福音 Luke 11:4 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当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时，我们也当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主祷文后，又
接着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
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灵性的需要 Spiritual needs

马太福音 Matthew 6: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一个人想要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有罪的世界上，到处都可看到罪恶的
现象。同时我们也是处在肉身中，即使没有外面罪恶的引诱，有时我们的肉体、情欲和老我也
会引诱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灵不进入试探，使撒旦在我们心里毫无活动的余地。显然，靠我
们自己绝无能力，但靠主的灵必能作到这一点。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4. 一个颂赞 - 荣耀归给神 A Praise - Glory to God
马太福音 Matthew 6:13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在祷告中不但有祈求，也应有感恩和赞美。因为感恩和赞美常能激发起我们更大的信心、
爱心和热心，使我们的祷告变得更恳切，更能蒙主垂听，也使上帝的圣名更为大大得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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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祷告时是否不能够专心？请分享原因。Are you unable to concentrate when you
pray? Please share the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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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是否有信心从今天开始就建立起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生活？你会如何做？Do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build a strong prayer life from today onwards? What will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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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天 2021

• 今年的 40 天祷告与禁食季节已经从 7 月 1 日开始了，直到 8 月 9 日。
• 主题是“从头开始”，取自尼希米记。
• 由于受到冠病疫情的限制，祷告手册只在网上刊载。
• 40 天 2021 的官方网站（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1/）将每天上载当天的祷告指
引。


领袖会议

• 我们将于 7 月 21 日星期三，与所有的领袖们线上会面。
• 领袖会议将于晚上 8.00 - 9.30 进行。
• 会议将在 YouTube 进行，届时领袖们会收到各自的团队牧师所发出的链接。
•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 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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