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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6 周（2022 年 6 月 26 日–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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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时光机 

目的：展望未来，增进自信  

材料："时光机座椅"、纸、笔  

内容：  

1. 组长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未来取向的游戏，各人对未来的展望，投射他现在的感受，并

由其他组员的回应中，增进其自信心。  

2. 每人用 2 分钟的时间，想想自己 5 年后会是什么摸样。把自己未来的展望及人生观写在

纸上。  

3. 各人轮流坐上时光机，述说自己五年后的情形（年数可由组长弹性设定）。  

4. 讲述完毕，各人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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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火 
Hoe Hoe Hoe 

 

火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圣所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信徒们在此等候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世界 
Chhiong moa che se kai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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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我的心 
Po Siu Goa E Sim 

 

主啊保守我的心 
Chu ah, po siu goa e sim 

胜过保守我的一切 
Seng koe po siu goa e it chhe 

因为一生的果效 
In ui it seng e ko hau 

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Si tui goa e sim lai hoat chhut 

 

*哦恳求主洁净我心 
O khun kiu Chu kiat cheng goa sim 

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Ui goa cho chit kho chheng kiat e sim 

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 
Khun kui Seng Leng khia ti goa lai bin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Ho' goa tiong sin u chia* tit e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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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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居所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6 月 18 日 

 

诗篇 Psalms 132:1-5  

1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2 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3 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4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

盹。5 直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这诗篇叙述大卫渴慕为神寻得居所，我们必须呼求圣灵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神“同在”的居所。

我们也要呼求圣灵让所有的小组都成为神“同在”的居所。你的住家，你的生命必须是圣灵

的居住所。 

 

为神彰显的同在营造居所需要注意些什么？ 

1. 与神对齐，不只是制造气氛 ALIGNMENT, not just Atmosphere 

与神对齐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要顺服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有

些时候我们会忽略与神对齐。相反的，我们会追求一种气氛。许多教友会有这样的想法，就

是圣灵的同在是以‘气氛’来衡量的。虽然这没有错，因为如果圣灵在这里，这里的‘气氛’

一定会改变。但是我们要的不只是‘气氛’而已。 

 

气氛讲求的是感受；与神对齐讲求的是信心。 

神同在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的感受是什么，相反的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才开启了神的同在。气氛

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要营造一个有利于神的同在彰显的气氛，这个原则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活出顺服的生命。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5  

25 如果我们是靠圣灵生活，就当凡事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们必须顺从圣灵并与祂同行，我们要与祂对齐。傅兰吉牧师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想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基督徒吗？那就要寻求耶稣作为你圣洁的源头和标准。你要在生

命中看见神的大能吗？那就要寻求明白基督纯洁的心。如果我们要成为属神的人，就必须在

圣洁中成长。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圣洁且带有能力的，但圣洁必须要在能力之前。”——傅

兰吉 

最后的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圣洁必须要在能力之前”。如果我们活出不圣洁的生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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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看见神的大能和同在彰显。所以我们要对神说： 我们要活出与祢对齐的生命！ 

 

2. 与神亲近，不只是追求能力 PROXIMITY, not just Power 
摩西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他经历了神的大能很多次。我们看见神透过他来行神迹奇事。摩

西的手杖一丢在地上就变成一条蛇，拿起来了就还原。他也看见神在埃及做的 10 个灾难。当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白天有云柱，在晚上有火柱。当他们来到红海的时候，

摩西把手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了。除了这些，还有不少的例子，摩西看见神的大能彰显很

多次。圣经怎样记载摩西呢？ 

 

出埃及记 Exodus 33:11 在会幕内，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两个朋友谈话一样……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他被称为是神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神的大能，我们认为唯

一能证明神与我们同在的就是要看见神迹奇事。可是最终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神迹奇事会发

生？神迹奇事会发生是因为神在那里。我们必须亲近神的同在而不是亲近神迹奇事。如果你

要在你的身边看见神迹奇事，你必须亲近上帝。神迹奇事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神迹奇事是

要把我们指向上帝。 

 

只要亲近神，神迹奇事就离你不远了。 

若你要看见神迹奇事，方法不是去寻求神迹奇事或追求能力，而是来亲近上帝。 

 

3. 全然更新，不只是再次重复 “AFRESH”, not just “Again”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常常会看过去圣灵如何运行在我们当

中，我们会想，如果这一切可以重复照旧该有多好。我们必须看见神全然更新的运作，不是

要上帝重复祂从前做过的事。 

 

哈巴谷书 Habakkuk 3:2 

2 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耶和华啊，我惧怕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将它显明出来…… 

哈巴谷先知对上帝说：在这些年代，复兴祢的作为， 重新祢做的事而不是重复祢的作为。 

 

马太福音 Matthew 9:17 

17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

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耶稣说： 新的酒必须放在新皮袋里。当我们谈到新的酒，新酒还在发酵，而且发酵的比旧酒

快。当它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会使皮袋膨张。一个新的皮袋还是可以膨张，可是这

个旧的皮袋，已经膨张到极限了。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当它继续在发酵的时候，这

个旧的皮袋就不能膨张，它就会裂开，爆开了。这新酒是代表圣灵所要做的新事，我们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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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神要做的新事。我们不能把旧皮袋拿出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旧习惯，还有旧思想带来。

我们必须带来一个新的皮袋。今天我们要跟上帝说我们要新的酒，要被圣灵重新浇灌在我们

的身上，不是重复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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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如何与神对齐，活出圣洁顺服的生命？How do you align with God and live a 

holy and obedient life? 

 

Q2. 你是否只追寻神迹奇事而忽略了亲近神？Do you only pursue miracles and wonders 

and neglect to draw near to God? 

 

Q3. 请分享你全然更新经历神的经历。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of being totally 

renewed and experiencing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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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生命栽培一和二课程（实体） 

• “生命栽培一和二”(LC1&2)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 日期：7 月 2 日(星期六) 

• 时间：下午 2.15 – 下午 4.00  

• 地点：触爱中心 3楼 

•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27 日(星期一) 

• 请你们鼓励还未完成经历神营会的组员到链接报名，预备他们去经历神营会。 

 

• 福建生命栽培三 – 经历神营会（实体） 

• 课程将于以下日期、时间与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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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环节 日期 时间 地点 

1 第一节 2022 年 7 月 23日 早上 8.00	– 下午 1.00 

触爱中心（3楼） 2 第二节 2022 年 7 月 24日 下午 1.00 – 傍晚 6.00 

3 第三节 2022 年 7 月 30日 早上 8.00 – 下午 1.00 

• *参加者若未完成接种疫苗，鉴于政府法规可能会被拒绝参加 

• 报名条件：在报名时，学员必须已完成 LC1 和 LC2。 

•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 报名截止日期：报名将在额满后或 2022 年 7 月 18 日截止，以较早者为准。 

 

• 聚会的最新消息 

• 我们的聚会将做出一系列的调整，请大家注意以下。 

 

a.  双语聚会 

• 我们将从星期日 7月 3日上午 10.00 开始，在触爱中心和新达城进行坚信浸信教

会的双语聚会。 

• 此双语聚会将取代我们星期日早上的英语和华语聚会。 

• 在触爱中心的聚会 - 你无须订票，但只允许完成疫苗接种者出席。 

• 在新达城的聚会 - 你必须订票，但无论接种状态如何，公众均可入场。但出席人

数顶限为 500 人。 

 

b.  G 代儿童聚会 

• G代儿童聚会将与触爱中心和新达城的双语聚会同步进行。 

• 好消息！我们将在同一个周末的 7 月 2 日星期六晚上 7.30 开始恢复进行在触爱

中心的 G代儿童聚会。 

• 触爱中心 3楼将进行 18 个月至 6岁的 G代儿童聚会。触爱中心 4楼副堂则进行

7 至 12 岁的 G代儿童聚会。 

 

c. 票务 

• 只有所有的 G代儿童聚会和新达城星期日上午 10.00 的双语聚会需要订票出席。 

• 其他聚会无须订票。 

• 在 6 月 26 日，如果你打算参加新达城星期日早上 9.30 的英语聚会，你还是需要

订票出席。  

 

•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食 

•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食将从今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进行。我们将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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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信徒一同为教会和国家祷告。 

• 今年的主题是“活着就是基督”，并以腓立比书为基础。 

• 我们将在网上提供英文和中文版本的祷告指引。祷告事项将每天刊载在 40.天

2022 的网站 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2。 

 

• 守圣餐 

• 下个月，我们将于 7 月 2 和 3日在英语、双语、青少年和福建聚会守圣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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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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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坚信浸信教会 7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这个月的其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