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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7（2022 年 9 月 11 日–2022 年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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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正确处理负面的情绪 

内容：组员轮流分享自己在生活中面对挫折、失败时，如何处理负面的情绪。比如有人无理

地、粗暴地对待你，人际关系的紧张，关系破裂，组员离开小组，教会，等等。在分享中，

组长可基于以下几点引导大家如何正确地疏导这些情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  理智并冷静地分析 - 是否双方沟通出了问题？是否对方有软弱的地方，正在面对一些压

力和困境而你不晓得。 

·  学习饶恕，放下，放手 - 借着祷告交托给神，相信神在此事上依然掌权；宣告神的话语

（帖前 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

定的旨意。 

· 组长带领大家每个人为着右手边的人祷告，准备进入接下来的敬拜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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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Chu Ia-So'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我口敬拜祢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哦我主, 当敬拜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因祢爱, 救赎我 
In Li ai, kiu siok goa 

脱罪恶入光明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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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敢为主发光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9 月 3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5:14-16 

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

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

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主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的生命要像一盏灯那样的发光，照亮这黑暗的世界。有了光，

黑暗就无所遁形。在疫情蔓延的环境下，许多人的心都充满着忧虑和不安， 我们基督徒要辩

识时机，把从神而来的盼望带给人，为主发光！ 

 

我们要如何为主发光？ 

 

1. 敢敢祈求 Dare to Ask 

路加福音 Luke 11:9-10  

9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10 因为凡祈

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天父听祂儿女的祷告。地上的父亲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

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把圣灵给求祂的人呢？好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的健康、平安、喜乐、亲情、

财富等。我们个人所需的，神都知道，也乐意施恩。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

改得救。所以我们要为还未信主的人，如朋友，邻居，亲友敢敢向神祈求。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8-19  

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19 也为我祈求，使

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保罗知道祈求的重要性，所以他告诉信徒为他祈求得着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圣经在马太福音第 9 章说到一个列子； 

 

马太福音 Matthew 9:35-38  

35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 他看见

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37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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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群众动了慈心，就对门徒说：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所以要祈求庄稼的主，催赶工人收

割祂的庄稼。由此看出，在神里面，有一个计划要完成，需要祂的子民为此祈求。祂借着应

允他们的祈求，成就祂自己的计划。 

 

2. 敢敢相信 Dare to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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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记得，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只要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相信神

的话，那就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某一些事情上面，那样的话，在

顺利的时候，自然感觉很稳当；可是当祷告没蒙垂听时，内心就会像波浪从高到低一样翻腾

不安，在乐观与悲观中徘徊。所以，不动摇的信心必须建立在不会改变的神的身上。 

 

马可福音 Mark 9:23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基督徒的信心总会遇到很多的考验，但我们要明白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都是神借以陶造我们

信心的途径。如果我们能保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持守对神的信靠，就能把信心建造得更

加稳固。 

 

使徒行传 Acts 16:31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们需要完全相信神的信实，神的能力，神的旨意，以及神的应许。我们若有这样的信，撒

旦就不能伤害我们。你为那些还没信耶稣的家人祷告，要敢敢相信他们必得救。 

 

3. 敢敢行动 Dare to Act 

 

希伯来书 Hebrews 11:7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

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挪亚信神，动了敬畏的心，照神的话，敢敢行动，预备了方舟。他的工作是为神见证，传扬

救恩，不管世人的反应如何。结果，世人拒绝救恩，不进入方舟，所以都灭亡了。只有挪亚

全家八口得救，因为他有行动。如果挪亚不肯动手建造方舟，即使他真听到了上帝的呼召，

我们能说他有信心吗？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书 James ２:14、17、22 

14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7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22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

成全。 

不论光景如何，不论我们在哪里，让我们为耶稣发光。祂赐我们所需的恩典，去影响那些不

认同我们的人。我们也没有理由惧怕或胆怯，不敢去邀请人到教会。我们要敢敢踏出去邀请

人，如朋友，邻居，亲友参加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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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要大胆祈求神向你显明祂的应许对你的意义，并永远也不要停止相信，神会在你的生

命中成就更多更大的事。要敢敢的行动，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马太福音 Matthew 5:14-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

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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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如何在这黑暗的时代里为主发光？How can Christians shine for the Lord in 

these dark times? 

 

Q2. 你是否有一些愿望，但是不敢拿出信心去行动？Do you have something you hope 

for, but dare not act out with faith? 

 

Q3. 请分享一件你曾经为別人祈求后得到神应允的见证。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that 

you have prayed for others and been answe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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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BC 大会 

• 对于有来参加 FCBC 大会的朋友们，希望你和我们一样在 FCBC 大会中度过一个

愉快的时光！ 

• 好消息！ 

• 你可以在迟些时候重温大会的各项节目。 

• 详情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公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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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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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