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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7 周（2022 年 7 月 3 日–2022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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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鼓励大家积极地去传福音。 

内容：鼓励组员分享并讨论成功传福音的机会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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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坚定我软弱信心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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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领受主末日的复兴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6 月 25 日 

 

约翰福音 John 3: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圣灵是神，我们没有能力要祂彰显。但神与我们是一个同工的关系，虽然神有祂的主权,我们

可以预备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等候，直到祂来。当我们认识到这是神的工作，就能够进入

到祂的复兴，随着祂的能力来完祂给我们的大使命。 

 

约翰福音 John 7:37-39 

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 信

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

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说的这段话，是要预备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浇灌、领受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运作。 
 

预备领受主末日的复兴的三个要求是： 
 

1. 渴慕 Thirst 
 

约翰福音 John 7:37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我们是否渴慕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教会、小组里彰显？是否渴慕看到生命得着改造，非信徒

能够悔改得到神的救赎？我们要更多地渴慕圣灵的彰显和触摸。一个没有圣灵运作的小组，

是一个死的小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细胞。 

 

路加福音 Luke 12:4-5 

4 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5 我要指示你们当

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我们要敬畏神。神不单是能够帮助我们，祂也有权柄把我们丢在地狱里。求主的爱浇灌我们，

使我们渴慕神的大复兴。因为若没有祂的复兴，我们所爱的人心仍旧刚硬，不肯信主、结果

将堕落到地狱里。 

 

一个严重错误的神学思想：神恨恶罪，但却爱罪人。     

其实罪和罪人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人去做出罪的行为，那罪根本就不存在。神不是把罪丢

进地狱，而是把罪人丢进地狱里面。若我们不明白神是多么恨恶罪人，就不了解神真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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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Romans 5:7-8 

7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还做罪人，还是神的敌人，神的愤怒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竟然还愿意牺牲自己唯

一的孩子，来拯救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这表明了祂对我们深深的爱。 

 

2. 相信 Believe 
 

约翰福音 John 7: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神的复兴的最大阻碍是没有信心。 

 

马太福音 Matthew 21:22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我们要相信并期待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小组、教会里做新的工作。 

 

以西结书 Ezekiel 37:4-5 

4 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5 主耶和华

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我们要发预言，神的大复兴就要来了，只要我们信，就会看到神的复兴来临。 

 

以西结书 Ezekiel 37:9-10 

9 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

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10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

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气息代表圣灵，向风发预言就是向圣灵祷告，也就是我们要在灵里祷告，宣告神要做的事务。 

 

我们要带着信心做两件事：i. 彼此宣告，复兴要来了；ii.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当我们照

着神的旨意祷告时，祂一定会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3. 喝 Drink 
 

约翰福音 John 7:37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我们要喝圣灵的活水。我们随时都可以到圣灵的面前饮祂的水，喝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力量、

圣灵的感动、与圣灵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已经在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浇灌已经临到我们当中。我们随时都可以在灵里面与圣灵交

通、讲方言、为病人祷告、赶鬼、说知识的言语。若我们不停地喝，圣灵就能够更多更大的，

把祂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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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书 Zechariah 4:6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灵方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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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还有家人、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你要如何把福音传给他们？Do you still 

have pre-believing family membe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How are you going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m?  

 

Q2. 你是否渴慕圣灵浇灌在你的生命、小组和教会里？请分享你要如何更多地渴慕、相信、

喝，这圣灵的浇灌？Do you long for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in your life, cell 

group and church?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thirst, believe and drink more of this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Q3. 这其中是否提到你目前的属灵状况：灵命枯干，读经乏味，祷告无能，想传福音却没有

能力和意志？你要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你的属灵状况？分享后由组长带领大家祷告。Does 

this refer to your current spiritual condition: feeling dry spiritually, bored with reading 

the bible, lacking power in prayer, lacking ability and will to preach the gospel? What 

actions you need to take to change your spiritual condition? After sharing, th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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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生命栽培三 – 经历神营会（实体） 

• 课程将于以下日期、时间与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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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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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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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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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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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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