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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30 周（2021 年 7 月 25 日–2021 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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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影响者 

内容：带领者请所有的组员安静一分钟，想一想什么人曾经帮助他们成为今天的自己（不限一

人），然后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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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耶和华 
Sin Kho Ia-Ho-Hoa 

 

信靠耶和华的人 
Sin kho Ia-ho-hoa e lang 

好像是锡安山 
Chhin chhiu* si Si-an-soa* 

永不摇动, 永不摇动 
Eng bo io tang, eng bo io tang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Cheng soa* ui rau Ia-lo'-sat-leng 

主也围绕你 
Chu ia ui rau li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Tit kau eng oan, tit kau eng oan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主耶和华款待好人 
Chu Ia-ho-hoa khoan thai ho lang 

平安归给你 
Peng an kui ho' li 

荣耀耶稣, 荣耀耶稣 
Eng iau Ia-so', eng iau Ia-so'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万民都来赞美祂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祂是我的帮助 
I si goa e pang cho' 

祂是我的力量 
I si goa e lat liong 

倚靠祂的人必永不失落 
Oa kho I e lang pit eng boe sit loh 

来赞美耶和华 
Lai o lo Ia-ho-hoa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来尊崇祂圣名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避难所 
Pi Lan So'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是我们的力量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是我们在患难中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随时的帮助 
Sui si e pang cho'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歌颂祂 
Goa beh ko siong I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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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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结果子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7 月 17 日 

 

约翰福音 John 15:4-8 

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

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6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

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

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主结果子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能让上帝得荣耀。 

 

四种我们必须为主结的果子： 

 

a. 品格（圣灵）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2-23 

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这

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我们的品格每日都要有进步。今天的你要比昨天更有爱心，更喜乐、更平安、更可以忍耐、更

有恩慈、更良善、更信实、更温柔、更节制。这些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倚靠

圣灵，才能结出这些良好的品格。 

 

b. 灵魂的果子 The fruit of soul winning 

 

箴言 Proverbs 11: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结“灵魂的果子”的意思就是“带人信主”。每一个灵魂就是一颗果子，而且是常存的果子，

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主作见证，传福音，带更多更多的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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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事的果子 The fruit of good work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1:10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地多知道神； 

我们要多多行善，愿意像耶稣一样服侍人。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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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活着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行善，要服侍。上帝已为我们预备好一切祂要我们去做

的事，我们只要遵从上帝的安排，甘心乐意地去服侍，就能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旨意。 

 

d. 嘴唇（敬拜赞美）的果子 The fruit of lips 

 

希伯来书 Hebrews 13:15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

人嘴唇的果子。 

我们的上帝配得我们的歌颂与赞美，当我们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就是在结嘴唇的果子。我们

无时无刻，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我们的心情如何，都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 

 

我们要为主结出品格的果子、灵魂的果子、服事的果子和嘴唇的果子。但是若我们要为主结出

这四种果子，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常住在我里面”就是“常亲近我，

常与我同在，与我建立亲密的关系”。 

 

常住在主里面 – 多结果子。 

不常住在主里面 - 不能结果子，无法生存。 

 

当我们常住在主里面，主才能常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常亲近主，主才能常亲近我们。一切权柄，

能力，荣耀，都在耶稣基督里，祂是生命和能力的源头。若常住在主里并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

祂丰盛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将不断地流入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能结果子。若不常住在主里，

就算祂有一切的能力，但是我们却偏偏不常亲近祂，不常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祂丰盛的生命，

祂的大能就不能流入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能结果子。 

 

 

 

 

 

 



 

 

4 

 

 

我们能在三方面常住在主里面，为主结果子： 

 

1. 个人 – 灵修生活（每日） Personal – Devotion Life (daily) 

 

马可福音 Mark 1:35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灵修生活是我们能够亲近主，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最好的方法。耶稣很早就起来向父神祷告。 

 

以赛亚书 Isaiah 40: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

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灵修就像手机在充电，汽车在添油。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在奔波劳碌，我们无论多忙，每日都要

灵修，亲近主，等候主。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得力，为主结果子。 

 

路加福音 Luke 10:42 …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当耶稣去马大和马利亚的家时，马利亚放下一切的忙碌，选择在耶稣的面前亲近祂。耶稣说亲

近祂是“上好的福分”，因为凡亲近主的人，主必赐能力使他能多结果子。 

 

2. 小组 – 小组团契（每周） Cell – Cell Fellowship (weekly) 

 

希伯来书 Hebrews 10:24-25 

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

要彼此劝勉；... 

早期的基督徒常相聚在一起，彼此相顾，彼此劝勉，从来没有停止聚会。 

 

使徒行传 Acts 2:46-47 

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他们彼此服侍，结出服事的果子；他们一起赞美主，结出嘴唇的果子；他们一起为主作见证，

传福音，天天有人得救，结出许多灵魂的果子。 

 

马太福音 Matthew 18: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

间。” 

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的中间，这就是为何每次小组时，我们感受到主的同在。 

 

在这个疫情的时期，我们也不要停止小组团契。我们能通过 Zoom 和 WhatsApp Video Call

使用电话或电脑继续进行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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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会 – 庆典聚会（每周） Church – Celebration Service (weekly) 

 

诗篇 Psalm 84:1-2 

1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2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

永生神呼吁。 

大卫如此渴慕来到耶和华的殿，我们也要渴慕每个周末到教会参加庆典聚会，聚集在一起歌颂

赞美主，祷告主和聆听神的话语，一起庆祝主在我们生命里的慈爱、恩典、怜悯、能力和祝福。 

 

在敬拜主的时候，我们以心灵诚实献上嘴唇的果子；听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光照我们的

心，驱走一切的黑暗，使我们拥有耶稣的品格，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在教会有很多服事的机

会，作招待、保安、陪谈、祷告、分圣餐、分吃、顾车等等，每个人都能结出服事的果子；我

们邀请新朋友到教会，圣灵会感动他们的心，使他们接受耶稣作救主和生命主，让我们为主结

出灵魂的果子。所以我们每个拜六都要委身来教会参加聚会。 

 

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福建的实体聚会，不过我们每个周末都能在线上聚会，这是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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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四种果子中，你认为哪一种是你最缺乏的？你要如何能多多去结这果子呢？Among 

the four fruits, which one do you think you lack the most? How can you bear this fruit? 

 

Q2. 你每日都有灵修吗？你是否有固定的灵修时间和地方？请分享你最近灵修所得到的收益。

Do you have devotion everyday? Do you have a fixed time and place to do devotion? 

Please share the gains you received from your recent devotion. 

 

Q3. 你是否每周都有参加实体或线上的小组团契和庆典聚会？若没有，为什么？你要如何克服

它以致你不再停止参加小组团契和庆典聚会？Do you attend onsite or online cell group 

and celebration service every week? If not, why? How can you overcome it so that you 

do not stop attending cell group and celebr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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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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病规定的最新报导 

• 我国从 2021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起，重回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 

• 有两个关键的修改需要注意： 

1) 每组聚集的人数以及拜访每户家庭的访客人数已经减少至 2 人。 

2) 不允许在台上现场歌唱与不戴口罩的演讲在实体聚会进行。 

• 我们将根据收紧的措施，实施以下： 

1) 坚信浸信教会的聚会将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实体聚会将暂停，直至新措施放宽为止。 

2) 小组聚会 / 活动将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面对面小组聚会 / 活动将暂停，直至新措施放宽为

止。 

3) 训练课程将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实体课程将暂停，直至新措施放宽为止，有实体部分的课

程将重新安排。 

• 有关婚礼和葬礼更多已更新的公告，可以上网 www.fcbc.org.sg/zh/covid-19 查看。 

•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与你各自的牧师和组长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