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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6 周（2022 年 4 月 17 日–2022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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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没有你  

目的：表达心中重视的东西  

内容：组长说：“看看什么是你少不了的？”  

1. 假设组员家中现在发生火警，必须尽快抢救家中三样东西。用 30 秒思考。 

2. 组员逐一分享及解释自己要抢救的东西，其他组员可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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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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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寻求神的人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4 月 9 日 

 

耶利米书 Jeremiah 29:13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我们追逐一生，最终却一无所有。然而，如果我们专心去寻求这位全能、慈爱的神，就必能

寻见，而且不会溜走。在这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事或物，能比神更吸引我们的心，叫我

们去寻求祂。让我们在希西家王身上学习两个重要的功课，学习做个寻求神的人。 

 

1．忠心尽责做到最好  Be Faithful and responsible to do the best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29：3 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 

希西家登基做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圣殿的门，洁净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这

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希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位背逆上帝的君王。亚哈斯在位

的时候，居然在圣殿里拜偶像，把圣殿搞到乌烟瘴气。所以，希西家王打开圣殿的门，首先

要做的就是洁净圣殿。 

 

列王纪下 2 Kings 18：4 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

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 

希西家眼见全国各地充满巴力与亚斯他录等淫秽的偶像崇拜，上帝的圣殿几乎变成馬廄。远

在八百年前，摩西所造的铜蛇也成了偶像而受膜拜。他就打碎摩西在旷野所做的铜蛇，因为

这历史的象征物，作用已经转化，成了以色列人的绊脚石。现在百姓早已忘记摩西的律法书，

反而向铜蛇烧香献祭。 

希西家登基的元年正月，他召集祭司和利未人，开始除灭一切偶像，原作为纪念的铜蛇也断

然除掉，以恢复原来敬虔上帝的崇拜。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29：17 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用八日的

工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 

他用了 16 天的时间，带领一批祭司、利未人先将圣殿洁净了。然后，希西家又召集北国那

些亡国之后；失去信心与绝望的百姓回来。这又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因为很多人不肯回来，

甚至有人嘲笑希西家。希西家要恢复敬拜神，真是经历重重的艰难。但他知道，如果没神的

同在、能力和帮助，靠他自己是没办法带领国家的。所以，无论几艰难，希西家都要忠心尽

责做到最好，将圣殿装修完成。他觉得有了圣殿，凡事都有保证。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

希西家面对几次极大的危机，他都来圣殿寻求神、祷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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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心尽力去办事 Make an all-out effort to do work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31：20-21 

20 希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21 凡他所行

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 

在那个时候，希西家已经尽心尽力去做了很多事。他深知贪得无厌的亞述王西拿基立将发动

攻击，于是先做这个地底的水道。希西家所建的引水道，是古代工程学的杰出成就之一。这

条引水道从大卫城北部以东的基训泉蜿蜒而下，伸延 533 米，直到大卫城下方泰路平谷的西

罗亚池，而且在大卫城南部新建的城墙之内。这就是圣经考古学上著名的“希西家水道”。

希西家建筑水道的目的是不给敌人得到足够的食水喝，而自己的城里头有充足的水源。希西

家又加强城邑的防卫，我们也看到希西家扩建大卫城的城墙，使百姓都得到保护。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32：5-7 

5 希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

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 6 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

勉励他们说： 7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

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 

希西家王积极备战∶除了把全国分成四个区，储备粮食，更带领百姓重建所有拆毁了的城墙，

且在城外又建一墙。这座被称为“宽墙”的大工程，原高 27 尺，厚 23 尺，可见全国上下努

力防敌的气概。希西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时候，他的心是倚靠耶和华，而他的手和他的口，

还是加紧做工！圣经说：希西家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尽心去做！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31：21 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

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 

这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的特色！我们的神是威严的、是完美的、是全智全能的，寻求祂的人怎

么可以马马虎虎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无不亨通；但神要求我们的尽心去做！当我们尽

心尽力去做的时候，神就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能够“凡事亨通” 。因为神命定我们得福

的，但是须要的是有信心寻求他。 

 

希伯来书 Hebrews 11: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希西家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因为他即位后第一件事是整顿耶和华信仰，肃清偶像，邀请已灭

之北国零散的余民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然后是政治建设，军事行动，这些都蒙神祝福。 

 

小组讨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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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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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在这周的信息，你学习到什么工课？Please share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is week’s message? 

 

Q2. 你是否有忠心于神的事工？若没有，请分享有什么阻挡？Are you faithful to God's 

work? If not, please share what's hindering you? 

 

Q3. 你会如何尽心尽力去办好一切事？How do you make an all-out effort to do 

everything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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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坚信浸信教会装备阶段（一） 

• 为了装备新信徒具备基督信仰的基础，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 坚信浸信

教会装备（第一阶段）”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 日期：2022 年 4 月 23 日-5 月 28 日（星期六） 

• 时间：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 报名链接：https://chms.fcbc.org.sg/equipping/registration 

• 报名截止日期：202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 报读条件：完成生命栽培课程（LC1, 2 & 3） 

 

• 实体聚会轮替表 

• 你可以上网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查看有关实体聚会的资讯。 

• 下个星期六（4 月 23 日），轮到以下的三个团队出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 

i. 锺金明与郑慧婷牧师的团队 

ii. 彭伟纶与张翠翠牧师的团队 

iii. 陆文泰与吴妙兰牧师的团队  

• 聚会的门票会在星期五，中午 12.00 开始开放给公众预订。 

https://chms.fcbc.org.sg/equipping/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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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上网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查看更多有关实体聚会的资讯。 

 

• 教会周祷会 

• 来临星期三（4 月 20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以华语进行。 

• 你可以从晚上 7.45 开始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com/fcbcsg)收看周祷

会的直播。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 开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