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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6 周（2022 年 9 月 4 日–2022 年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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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赞美主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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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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8 月 27 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9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的年龄、学历和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身份与地位也不一样。但是，这一

切都不能妨碍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 

 

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因为： 

 

a. 同有一位父 

罗马书 Romans 8:14-15 

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

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b. 同称一位主 

使徒行传 Acts 4: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 
 

c. 同受一个灵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

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d. 同有一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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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同存一指望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4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f. 同读一本经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3:16-17  

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 叫属神的

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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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这家的家长，耶稣基督身为神的儿子，是治理这家的大祭司。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

是事奉神的人，我们是神的管家。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4:1-2 

1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2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FCBC 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来到了这个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特别的安排。我们在

这里敬拜神，事奉神，在这里成长。身为神家中的成员，我们不再是外人与客旅。我们在这

神的家应当做好自己的本分，共同来维护这个家的和睦与平安，完成上帝赐给 FCBC 的旨意。 

 

身为 FCBC 神家中的成员，我们应该做好的本分是： 

 

1. 尊敬家长 Honouring the Household's Head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我们要敬爱祂。 

马可福音 Mark 12:3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我们爱神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照神的话语行事。 

约翰福音 John 14:15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FCBC 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我们要栽培、教导、帮助每个会友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教会

的使命。在主里面，我们都归为一体，不分彼此。我们都愿意一起付代价，完成神的大使命。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我们要用一颗诚实的心灵来敬拜神，表示我们敬爱祂。 

约翰福音 John 4:24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2. 关爱家人 Loving the Family Members 

我们在 FCBC 神的家要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命令。 

约翰福音 John 13:34-35 

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要我们以祂成为榜样，用无条件和不改变的爱来彼此相爱。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3 

1...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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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守家规 Abiding the House Rules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教会也有家规。神的家规就是“以圣经为信仰的依据和生活的准则”。 

 

a. 心安理得 - 无论做什么都要心安理得，不要亏欠良心，不要害人。 

罗马书 Romans 14:22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b. 对人有益 – 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神要使用我们去祝福人。尤其是自己属灵的家人，更要

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鼓励。 

加拉太书 Galatians 6:10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c. 自由做事 – 我们行在真理中，就必得自由，不会受到辖制。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6:12 ... 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d. 荣耀真神 – 我们所思、所言、所做的都要荣耀神，讨神喜悦。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4. 管理家务 Managing the House Matters 

FCBC 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身为这个家的成员，有义务管理和看顾好这个家，保护这个家，

不让撒旦魔鬼有机会攻击这家。我们要竭力保持家内的圣洁，在服事上要支持这属灵的家。 

 

若我们知道有某个弟兄姐妹犯了罪，我们要劝他们诚心认罪悔改，并帮助他们胜过罪恶，重

新过一个圣洁和公义的生活。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2:25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

道， 

 

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有软弱，有时会犯罪，有时会跌倒，得罪了神。但是神是爱我

们的天父，是一家之主，祂必赦免愿意诚心悔改的人的罪。 

约翰一书 1 Joh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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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有责任使 FCBC 成为一个充满神荣耀的地方，一个神的灵永远停留居住的地方，一个

完成神美好旨意的地方，一个大家都很骄傲称为“我属灵的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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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要如何以具体的行动来表示你对神的尊荣？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show 

your honor to God with specific actions? 

 

Q2. 请分享在小组里如何能更彼此相爱？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love each other 

more in the cell group? 

 

Q3. 请分享在四项神的家规中，你认为哪一项你需要更加强的？你要如何加强？Please 

share which of the four house rules of God do you think you need to strengthen? 

How are you going to ste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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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会周祷会 

• 从 9月份开始，我们的教会周祷会将稍微有些更动。 

• 从 9月 7日起，每月首个星期三的教会周祷会将在触爱中心现场进行。 

• 实体周祷会只开放给完成疫苗接种者出席。 

• 无需订票。 

• 此祷告会以双语进行，并且会在晚上 8.00开始。 

• 其他星期的周祷会将继续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进行直播。 

 

• 坚信浸信教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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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的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