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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9 周（2021 年 12 月 5 日–2021 年 12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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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別的礼物 

内容： 

1. 带领者请每位组员轮流分享以下题目（择一进行）： 

a. 自己生命中曾经收到过最特别的礼物，以及这份礼物如此特别的原因。 

b. 猜测自己的配偶、父母、孩子或其他亲人最想要的礼物。 

2. 带领者带领组员为自己生命中最特别的礼物献上感恩的祷告；或是鼓励组员在这个特别的

季节为自己的亲人送上心中认定的那份特别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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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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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圣灵 
Chu Seng Leng 

 

主圣灵! 我需要祢与我同行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kap goa 

tang kia* 

主圣灵! 我需要祢来带领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lai toa nia 

让我甭靠自己, 让我能顺服祢 
Ho' goa boe kho ka ki, ho' goa thang 

sun hok Li 

求主圣灵坚强我的心 
Kiu Chu Seng Leng kian kiong goa e 

sim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认识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jin bat Li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亲近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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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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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时代仍有平安       讲员：彭伟纶牧师 Ps Patrick Pang 

讲道日期：2021 年 11 月 27 日 

 

现在的世界，世人都希望名成利就，家庭美满，身体健康。但是很多东西都不在我们的控制

内。你的希望放在那里呢？我们不断寻找东西来帮助我们应对不停的坏信息和资讯的轰炸。 

 

诗篇 Psalm 46:10 (CCB) 祂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列国受尊崇，在普世受

尊崇。” 

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已战胜了一切，祂是得胜的君王。 

 

罗马书 Romans 12:10-12 (CNVS) 

10 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11 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

事主；12 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 

上帝鼓励我们彼此相爱，心中火热，并有盼望。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的上帝能够。  

 

如何在动荡时代仍有平安： 

 

1. 在主里有盼望 Hope in the Lord 

 

罗马书 Romans 15:4 (CNVS) 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

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 

我们听过周初明肌肉萎缩症的见证。当他身体软弱的时候，得到上帝的救恩。即使当年医生

说，他只有两年的性命，但因为上帝的保守，走过了十多年，他还勇敢的活着。 

 

诗篇 Psalm 9:18 (CNVS) 但贫穷的人必不会被永远遗忘，困苦人的希望也必不会永久落空。 

在耶稣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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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 Peter 1:21 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

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盼望不是放在世界里，而是安静地等候上帝。  

 

诗篇 Psalm 147:11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上帝要我们有一颗敬畏祂的心，祂必赐盼望给我们。我们要遵守祂的诫命，直到我们在永恒

里与祂面对面。  

 

罗马书 Romans 15:13 (CNVS) 愿那赐盼望的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

们，使你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满有盼望。 

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让圣灵触摸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有盼望的生命。  

 

2. 祷告中得力量 Strength in Prayer 

 

我们在祷告中聆听到上帝的声音，就会得到平安。  

 

祷告要恒切，並有信心，让我们看圣经所记载的事件： 

1 摩西举起双手，持久祷告，不愿放下手，否则以色列军队将会战败。 

2 以利亚持续祷告，天终于降雨，终止大地三年半的干旱。 

3 尼希米持续祷告，终于能回到耶路撒冷，并在五十二天内重修城墙。 

4 耶稣的事迹，在祂幼年时，双亲带祂去神的殿中，而这实现了老女先知亚拿的长久祷告，

要看见神的独生子。 

5 西门持续祷告要在有生之年看见弥赛亚。 

 

我们不能改变人的心，但上帝能够。祷告需要每天持续进行，才能看见奇迹！  

 

3. 活出爱的真谛 Live out the True Love 

 

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问题其实是很小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  

 

马太福音 Matthew 24:12-13 (CNVS) 

12 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13 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 

神就是爱，祂要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继续活在爱的当中，就能得到祂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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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1 John 4:8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若只是嘴里说爱神，但对主內家人或周围未信主者没有爱心，就是不认识神了。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爱，祂要我们活出爱的真谛。  

 

马太福音 Matthew 22:37-39 (CNVS) 

37 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38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39 第二条

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 

最大的诫命不单是爱神，还有爱人如己；帮助别人就是一种活出神的爱的方式。 

与主內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带着神的爱到祂的子民当中。人在苦难中总是愁眉苦脸，若能将

笑容带给他们，这就是一份能跨过困难的爱，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大的祝福。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即然上帝已蒙召了我们，我们要作世上的盐和光，将这份热情散发出去，与缺少平安和愿得

到盼望者分享这份爱！  

 

约翰福音 John 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最好的，因为祂是信实的，我们可以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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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现在在主里的盼望是什么？Please share what is your present hope in the 

Lord？ 

 

Q2. 向主祷告对你有哪方面的帮助？How can praying to the Lord help you? 

 

Q3. 你要如何活出神爱的真谛？How do you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God’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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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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周祷会 

• 我们将在来临的星期三（12 月 8 日）开始举行教会的每周祷告会。 

• 教会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通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com/fcbcsg)进行现场直

播。 

 

 实体聚会轮替表 

• 从本周末开始，我们的实体聚会出席人数将增加至 400 人。 

•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轮替表如下： 

o 12 月 11 日 – 王光汉与柯愫菁牧师的团队 

o 12 月 18 日 – 锺金明与郑慧婷牧师的团队 

• 所有会友可以从星期五，中午 12.00 开始预订剩余的英语聚会门票。 

• 星期日，上午 11.30的华语聚会则开放给所有会友订票和出席。华语聚会的门票将按需求

开放预订。 

• 由于出席人数的增加，我们预计入场所需的时间会比之前长，所以请提早到场。 

• 请在聚会开始前 10 分钟入座，以聆听聚会前的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