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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41（2022 年 10 月 9 日–2022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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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最佳拍档 

目的：训练组员的合作性、警觉性、创意。 

1. 组员坐成一个圆圈，组长在里面发号施令。 

2. 当组长指著某人大叫“大象”时，他便用手做成象鼻，左右两旁的人必须立即配合，

做出象耳的摸样。 

3. 组长可指著任何发号施令，例如：长颈鹿、树、白兔等，各组员必须合作及运用想像

力来做动作。 

4. 这游戏讲求警觉性、创作力及合作性。组长可从各人的创作力及合作性来决定谁是

“最佳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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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都归我主我的神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我们高声呼喊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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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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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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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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聪明人             讲员: 郑丽群牧师 Ps Patsy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0 月 1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7:24-27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25 雨淋，水冲，

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26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

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27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我们要做个聪明人。我们听了道，就要把所听的行出来。这样，我们就是把生命建立在神的

根基上。当我们遇到生命的风浪时，我们仍旧会站得稳，不会动摇。 
 

聪明人是个听道行道的人，他们会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他们依靠神的话语，抓紧神的应许，

来胜过他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苦难。无知的人是听道但是不去行的人，把自己的

想法和需要作为首要，不把神的话语当成一回事。当他遇到跟神的话语不对齐时，他会顺从

个人的私欲，放弃神的话语。他在问题和试探面前，没有一颗坚定信靠神的心。 
 

路加福音 Luke 6:49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许多人把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财富、名利和事业上。只有当他们在这些东西有成就时，才会感

到开心和满足；但当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时，仿佛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些根基不稳固。 

 

我们要怎样做个聪明人？ 

 

1. 要以神为中心 Be God-centered 

我们凡事要以神为中心，就好像我们在建房子打地基时，不可以随便乱打，要有焦点。我们

的焦点就是神。我们要定睛仰望神，我们的生命与价值观都要围绕着神，我们的生命要建立

在神的话语上。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会顺服神，并全心全意地跟随神。 

 

创世记 Genesis 12:1,4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4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亚伯兰以神为中心，他顺服神的命令，愿意离开一个他所熟悉和安全的地方。他离开的时候，

连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会指示他的路，会带领他到神要他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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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Psalm 16:8-9 

8 我将耶和华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搖动。9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

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常把神摆在面前，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当一个人全神贯注、

单单仰望神，并把神放在生命的中心时，他的心必然欢喜，他的灵必然快乐。 

 

2. 常常与神亲近 Always draw near to God 

雅各书 James 4:8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我们的地基要打得够深，这样所建的房子才会稳固，不容易倒塌。若我们要与神有更深的关

系，就必须常常与神亲近。就像一棵大树，它的根若往下扎得稳稳的，就不会倒。我们要把

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神，让神来掌管。 

 

现今的生活节奏很快，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被各样的人和事物迷惑。我们都很忙，没时间安静

在神的面前亲近祂。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开始远离神。我们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就要把

心安静在神面前等候祂。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约翰福音 John 14:6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里去。” 

我们必须每天藉着读神的话语来亲近祂。神的话就是真理，能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若明白

真理并行出来，生命就会很稳固，并能为主发光。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有了人生的方向。 

 

3. 活在神旨意中 Living in God's will 

当我们愿意活在神的旨意里，表示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根基上。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去传。 

 

约翰福音 John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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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害。神的爱是牺牲的，是付出的，是不改变的，

是无条件的。耶稣命令我们要以这种爱来彼此相爱。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6-18 

16 要常常喜乐 17 不住的祷告，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喜乐、祷告、谢恩和圣洁的生活，都是神的旨意。我们若活在神的旨意中，生命必永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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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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一个你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见证. 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of your God-

centered life. 

 

Q2. 当你亲近神时，你会做些什么？请分享。What do you do when you draw near to 

God? Please share. 

 

Q3. 请列出神的旨意有哪些，然后分成两人一组，并彼此分享你是否有活在神的旨意中。

Please list what God's will are, then divide into pairs and share with each other 

whether you are living in God'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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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小组 

• 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从你的组长和团队牧师的口中得知，我们正在计划在今年

剩余的几个月里进行下一波的幸福小组。 

• 传扬福音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我们可以透过幸福小组来完成这使

命。 

• 因此，我们期待神使用你和你的小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进行幸福小组，就别错过 10月 15和 16 日的全教会培训。 

• 如果你未曾参加过我们过去的培训，就应该报名参加这来临的培训。 

• 这次的培训将通过 Zoom线上平台进行。 

• 英语的培训将在 10月 15日，下午 2.00至 4.00进行；华语的培训则在 10月 16日，

下午 3.00 至傍晚 5.00 进行。 

• 你可以上网 fcbc.org.sg/zh/xfxzwave6 报名参加华语的培训。 

• 报名截止日期是 10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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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浸信教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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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