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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39 周（2021 年 9 月 26 日–2021 年 10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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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之泉 

内容： 

1. 每位组员轮流以「具体赞美的方式」向其他人任意介绍另一位组员（不可重复），若是夫妻，

则对众人彼此介绍。尽量避免只使用形容词，必须讲出具体事迹。例如「这是我的邻居王大华，

他对乐龄人士很有爱心，经常陪左邻右舍的阿公阿嬷聊天」，「这是我太太张小美，她陪孩子

读书特别有耐心」…等等。 

2. 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常说赞美、肯定、鼓励性话语的口，让我们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

仁慈，成为赞美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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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我要单单仰望祢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因为祢是我依靠 
In ui Li si goa oa kho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仰望耶稣的荣光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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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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代表神的心    讲员：陈汉锡老师 Chan Hon Shek 

讲道日期：2021 年 9 月 18 日 

 

今天的主题是月亮代表神的心： 

 

1. 天是有情天 Heaven is filled with love 

 

诗篇 Psalm 136:9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在黑夜中造月亮，让我们在黑暗中不知所措时，能凭着月光，继续前行。 

 

神的爱是最美好的，而且祂的时间又是恰恰好的。如陈老师来到了新加坡，但等了五年才获颁

永久居留权，因为那时的屋价最理想，让他们能买到既心仪又负担得起的组屋。  

 

耶稣说：天父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丈夫。当我们有需要时，只要凭着信心祷告祈求。如被

冤枉的寡妇，连续不断敲贪官的鼓，她的冤情最终受理了，更何况爱我们的天父！  

 

2. 人是有情人 People are affectionate beings 

 

诗篇 Psalm 8:3-5 

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

算什么，你竟眷顾他？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即使我们瞧不起自己，但神看我们为宝贝，因为我们是根据神的形象而造成的，是何等尊贵的。

天使受神的命令行事，但我们有神的灵在心中，所以可以向神祷告和敬拜。即使我们的身体有

一天将会归于尘土，但我们的灵在天上有永远的归宿！ 

 

耶稣来到人间经历各样的苦楚，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偿还了罪的工价。

祂又祈求上帝赐下圣灵，住在人心中，使人重生，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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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人再团圆 Reunion of people in Heaven 

 

希伯来书 Hebrews 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

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比这世界更美的地方，是我们永远的归宿。在那里我们能永永

远远相聚，时时都能团圆。  

 

我们定期守圣餐就是提醒神与我们的约定。即使世界是黑暗了，但我们有真光，耶稣是真光，

跟着祂就不会在黑暗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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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在神完全的爱里面领受到些什么。Please share what you have received from 

God’s perfect love. 

 

Q2. 你要神怎么帮助你改变，好让你成为一个更有情的人？How do you want God to help 

you change so that you can become a more loving (affectionat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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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和 3 日守圣餐 

• 我们将在下个周末（10 月 2 和 3 日）守圣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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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 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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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实体聚会 

• 从下个周末（10 月 2 和 3 日）起： 

o 实体聚会的出席人数将增加至 400 人 

o 星期日的英语聚会将在早上 9.30 恢复进行 

o 星期日的华语聚会将改在下午 1.00 的新时段进行 

o G 代儿童聚会也将在触爱中心与英语和华语聚会同步进行 

• 请浏览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查看实体聚会的团队轮替表和相关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