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8 周（2022 年 7 ⽉ 10 ⽇–2022 年 7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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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游戏：记起我的从前
⽬的：彼此认识
时间：15 分钟
每位组员伸出⼗只⼿指，然后轮流分享以下任何⼀样关于⾃⼰的事：
1）

⼀件曾经做过的事

2）

⼀样曾经吃过的⾷物

3）

⼀个曾经去过的地⽅

轮到的组员在分享后放下⼀根⼿指，其他的组员若有同样的经历也放下⼀根⼿指；每个⼈轮
流分享，⼿指先完全放下者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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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我的上帝

主耶稣

Chu Si Ai

Goa E Siong-Te

Chu Ia-So'

主是爱, 主是爱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si ai, Chu si ai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u Ia-so', Chu Ia-so'

主爱永远不更改

我要尊崇祢

⽤我⼝敬拜祢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Goa beh chun chong Li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主是爱, 主是爱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哦我主, 当敬拜

Chu si ai, Chu si ai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主爱永远不离开

我要尊崇祢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Goa beh chun chong Li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清⼼的⼈可看见

*我要永永远远

*因祢爱, 救赎我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In Li ai, kiu siok goa

⼼⾥诚实的会了解

称颂祢的名

脱罪恶⼊光明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Chheng siong Li e mia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在主殿中, 全⼼来敬拜

我要永永远远

主耶稣, 主耶稣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Chu Ia-so', Chu Ia-so'

称颂祢的名

⽤⼼灵诚实敬拜祢

Chheng siong Li e mia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顺服的⼈可听见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谦卑的⼦⺠神欢喜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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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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膏的增长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期：2022 年 7 ⽉ 2 ⽇
以弗所书 Ephesians 3:14-20
14 因此，我在⽗⾯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16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
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量刚强起来，17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叫你
们的爱⼼有根有基，18 能以和众圣徒⼀同明⽩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深，19 并知道这爱是过
于⼈所能测度的，便叫神⼀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20 神能照着运⾏在我们⼼⾥的⼤⼒，充
充⾜⾜地成就⼀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保罗的祷告就是让基督徒能看见神⼤能的彰显，因为保罗本⾝已经验证了神⼤能的真实。所以
当他跪在上帝⾯前的时候，他求的是上帝会加添⼒量、恩膏这些基督徒，让他们的信⼼不是放
在⾃⼰或者别⼈的⾝上，⽽是在彰显⼤能的神⾝上，借着上帝的灵使以弗所信徒⼼⾥的⼒量
能够刚强起来。
恩膏的增长需要以下三⽅⾯的成长：
1. 圣洁的⽣命 Holiness
圣洁的⽣命必须成长，因为恩膏是由于神的同在和⼤能在我们的⽣命，那我们的⽣命必须在
圣洁的⽅⾯开始成长。
希伯来书 Hebrews 12:14
14 你们要追求与众⼈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圣洁没有⼈能见主。
我们要看见恩膏的增长，就必须在我们圣洁的⽅⾯做出成长的⼯作。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来帮助
我们，因为没有圣洁，就不能得见神。
约翰⼀书 1John 1:8-9
8 我们若说⾃⼰⽆罪，便是⾃欺，真理不在我们⼼⾥了。9 我们若认⾃⼰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切的不义。
神的话语说：祂不只饶恕我们的罪，祂也洗净我们⼀切的不义。所以不要隐藏我们的罪，要承
认我们的罪。只有当我们认真悔改，活出圣洁的⽣命时，才会看见恩膏在我们的⽣命⾥增长。
2. 与神的关系 Intimacy with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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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关⼼的不仅仅是你为祂所做的事情，⽽是你与祂的关系。
雅各书 James 4:8
8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我们要亲近神，与祂建⽴亲密的关系，并要更多的在我们的⽣活中亲近祂，经历祂。就像耶稣
⼀样，常常亲近⽗神。
马可福⾳ Mark 1:35
35 次⽇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去，在那⾥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常常在天还没亮时，就起⾝到⼭上亲近⽗神，向神⽗祷告，聆听祂的声⾳。
我们要主动的去亲近神。若要与神更亲近，在这⽅⾯成长，就⼀定要借着灵修亲近神，没有其
它的捷径。若我们每⽇都忠⼼地灵修，亲近神，寻求神，⽇⼦久了，与神的关系必然会越来越
亲密。可能我们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或识字不多，不懂得读圣经，但我们可以⽤听的。我们
有每⽇灵修 3 分钟的灵修电话，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打电话去聆听，每⽇灵修 3 分钟：
67972777
我们要每⽇都忠⼼地灵修，亲近神，寻求神，⽆论是阅读圣经，听神的话语，向神祷告，还
是等候神，我们会看到恩膏的成长。
3. 对外的服侍 Reaching Out
使徒⾏传 Acts 1:8
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我们受膏的⽬的不是坐在⼀旁享受圣灵的膏抹，受膏的⽬的是要出去传福⾳和服侍⼈。
路加福⾳ Luke 4:18-19
18 “主的灵在我⾝上，因为他⽤膏膏我，叫我传福⾳给贫穷的⼈，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由，19 报告神悦纳⼈的禧年。”
恩膏基本上是向需要好消息的⼈宣布好消息，得到⾃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作见证，向
有需要的⼈伸出援⼿，对外服侍。不只是单单要传福⾳给他们，邀请他们到教会和⼩组，更
要去帮助他们，去祝福他们。这意味着我们要愿意从⾃⼰舒适的环境中⾛出去，向周围的⼈
伸出援⼿，并去接触和祝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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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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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请分享你在信主之后，⽣命是否越来越圣洁? Please share whether your life has become
more holy after you believe in God.
Q2. 你有每⽇都忠⼼地灵修，亲近神，寻求神吗？Do you faithfully do your devotion, draw
near to God and seek God daily?
Q3. 请分享⼀件你对外传福⾳或关⼼照顾别⼈的需要的见证。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of your
effort in evangelism or caring for the needs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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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节

2022 年 7 ⽉ 23 ⽇

早上 8.00 – 下午 1.00

2

第⼆节

2022 年 7 ⽉ 24 ⽇

下午 1.00 – 傍晚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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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22 年 7 ⽉ 30 ⽇

早上 8.00 – 下午 1.00

地点

触爱中⼼（3 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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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7 ⽉ 2 和 3 ⽇的周末开始，我们的 G 代⼉童聚会在触爱中⼼和新达城全⾯恢复
进⾏！

•

请注意，你不再需要预先登记和密码来预订 G 代⼉童聚会的门票。

•

所有 G 代⼉童的聚会将提前 10 分钟开始，以避免⼈潮拥堵。新的 G 代⼉童聚会时
间如下：
o 星期六晚上 7.20
o 星期⽇上午 9.50

•

门票将于每个星期三晚上 9.00，在 fcbc.org.sg/ticketing 开放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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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的聚会的出席者，还是需要透过“合⼒追踪”应
⽤程序或便携器来进⾏ SafeEntry ⼊场。请记得携带⼿机或便携器。

•

请浏览教会⽹站查看有关我们聚会的更多资讯。

•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
•

爱新加坡 40 天禁⾷祷告已经开始，将从今年 7 ⽉ 1 ⽇⾄ 8 ⽉ 9 ⽇进⾏。

•

我们会根据今年的主题“活着就是基督”⼀同研读腓⽴⽐书与祷告。

•

英语和华语的祷告事项已刊载在 40 天 2022 的⽹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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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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