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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0 周（2022 年 5 月 15 日–2022 年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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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真的 

目的：了解组员的价值观  

内容：1．假设每位组员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身份。例如：我想做特首。因为有权、有钱、   

 有地位。。。 

          2．给组员时间思考，然后轮流分享。并要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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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举手赞美祢 (2X) 
Goa beh giah chhiu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Goa beh thiau bu o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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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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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军装 - 平安的福音鞋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5 月 7 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这双鞋保罗称它为平安的福音鞋。保罗告诉我们，要把这平安的福音当做鞋子穿在脚上，无

论我们去到什么地方，就要在那里把平安的福音传出去。我们要把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平安的

福音传给那里的人。 

 

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使人： 

 

1.  与神和好 Reconcile with God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1：20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平安乃是人因着享受神的救恩，使神与人得以和好。当一个人信耶稣，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才能得着从神而来永恒的平安。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

到他们身上…… 

当我们与神和好，神就不将我们的罪继续归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是得罪神的人，也都是应该

承受罪的后果和刑罚的人，但我们没有承受，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后果和刑

罚。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

义。 

耶稣是无罪的，祂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祂有罪，而是祂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这些从

前与神远离的人，如今才能在基督里藉着祂的宝血与神亲近，也因着祂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9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神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也就是说；每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同时担当了一项使

命，这项使命是神所赐的，就是作神平安的使者，把平安的福音传讲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

听到这平安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藉着主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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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人和好 Reconcile with men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4 因他使我们和睦……. 

保罗解释耶稣基督的救恩时，他说到要与神和好，也说到我们也要与人和好。所以，我们要

追求与人和好，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传平安的福音就有效了。就是当我们

穿上平安的福音鞋时，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我们本身也要成为与别人和好的榜样。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7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当我们成为神大能的器皿的时候，神的能力也

保守着我们，使我们传福音的脚踪能够平安，使我们的灵魂被保守，因为这军装中的鞋就穿

在我们的脚上。我们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当做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使人

和睦，与神和好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人。 

 

以赛亚书 Isaiah 52：7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做王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罗马书 Romans 10：15 …..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在旧约与新约的经文都有说到，传平安福音的人的脚步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把平安的福音带

到所到之处，带给了人们属天的平安、喜乐和安慰！所以，所有神的子民，我们都要去传平

安的福音，这佳美的脚踪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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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与神为敌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Do you know what is the result when 

man becomes the enemy of God? 

 

Q2. 人没有和睦，没有平安，你知道那个根源是什么吗？There is no harmony or peace 

among people. Do you know what the root cause is? 

 

Q3. 请分享你传福音传的经历。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of evang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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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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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福建聚会的巴士服务  

• 从 5月 21 日（星期六）起，我们将恢复福建实体聚会的巴士服务。 

• 此巴士服务是为了方便让我们教会的年长会友和他们的朋友到教会来出席福建聚

会。 

• 记得在指定的时间之前到巴士接送点等候，因为巴士会准时离开。 

• 请上网 fcbc.org.sg/zh/hokkienbus 查看各巴士路线及接送点。 

 

• 坚信浸信教会 5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在 5 月份的活动。 

• 温馨提醒，我们教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5 月 18 日（星期三），晚上 7.30 在触

爱中心举行。  

• 我们只允许已上网登记的会员出席会员大会。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查看我们教会在 5 月份的其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