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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44 周（2022 年 10 月 30 日–2022 年 11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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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破冰的目的是建立关系。破冰主题：感谢主… 

1. 带领者请每位组员思考一件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不顺心的事，例如「下大雨却没带雨

伞」、「上班没赶上公车」、「在办公室被老板当众责骂」等等。 

2. 从带领者开始，说出一件不顺心的情况，例如「下大雨却没带雨伞」，右手边第一个

人要立刻说「感谢主，」接着说出对这个情况的一个正面意义，「我可以享受雨中漫步

的滋味」。 

3. 回答完后，轮到这位组员提出一个不顺心的情况，下一位说出正面意义，以此类推，

直到绕完一圈，回到带领者这里。 

4.  最后由带领者带领大家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正面的角度来看待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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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新的心 
Ho’ Goa Sin E Sim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手里拿著我的心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求祢悦纳我的心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哦我放我这颗心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在祢的手里面  
Ti Li e chhiu lai bin 

请祢给我新的心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会明白祢的心意 
Oe beng pek Li e sim i 

求帮助我,  主圣灵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给我越来越爱祢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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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秘诀 （二)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0 月 22 日 

 

路加福音 Luke 18:9-14 

9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10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11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12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

捐上十分之一。’13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14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

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是有关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比喻。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不是一种宗教仪式；主耶稣

也透过这个比喻，批评一些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确实，祷告不是一种表演，越

大声、越激烈、越有感情、越长就越虔诚。祷告是内在与神的联系。祷告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与神对话。不论通过哪种形式，都不可偏离这个中心。所以祷告是向着神的。 

 

祷告的秘诀（二）： 
 

1．在神的面前谦卑 Humble before God 

路加福音 Luke 18:11-12   

11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

淫，也不像这个税吏。12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法利赛人把自己放在最高最义的地位上，一连串的表功，一连串的抬高自己，夸大自己。他

们求自己的荣耀，要靠律法称义。法利赛人祷告的内容尽是自夸，他的话很多，祷告很长。

但是耶稣却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意思是，法利赛人在讲给自己听，在自我欣

赏，自我陶醉。他跟自己祷告。 

 

路加福音 Luke 12:1….“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 

耶稣把酵拿来比喻「法利赛人的酵」。也就是说，主耶稣要门徒防备这些法利赛人腐败的教

训、做法和态度。指的是他们的教训会使人产生注重外表形式，假冒为善。恶表面上看起来

敬虔，但其实只是为了得着从人而来敬虔的虚名，是虚伪的。 

 

雅各书 James 4:6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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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人力图在别人面前显为义，想要与世俗为友、得世界的称赞，这样的人是被神看为不

义而阻挡的；而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神就赐下恩典。 

 

诗篇 Psalms 37:11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谦卑的灵是圣灵的恩赐，骄傲的心是撒旦的陷阱。让我们学习用谦卑的态度，屈膝俯伏在上

帝的面前祷告吧！ 

 

2．在神的面前悔改 Repent before God 

路加福音 Luke 18:13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税吏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污秽，他羞愧得只能站在一个角落，连头也不敢抬，

甚至悔恨、绝望到了捶胸的地步。然后他开口对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

为我就是个罪人！ 
 
罗马书Romans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税吏知道罪人应得的是什么，因此他来到神面前做认罪、悔改的祷告。 
 
约翰一书 1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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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站的很远，但却离神很近。所以耶稣赞扬了他，认为“他回去以后，比那人倒算为义

了”。显然，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 
 
路加福音 Luke 18:14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

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个税吏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神接纳了他。耶稣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

必升为高。义人若倚靠自己的义、抬高自己，就被神降卑；罪人若承认自己的罪、仰赖神的

怜悯，就被神抬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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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有什么不同？请总结他们祷告的特点。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ayer of the Pharisee and the tax collector? Please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r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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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平常怎样祷告？你的祷告比较像法利赛人，还是像税吏？How do you usually pray? 

Is your prayer more like the Pharisee or the tax 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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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会的最新消息 

• 卫生部已全面解除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因此，我们的聚会现已开放给所有

人出席，无论是否已完成疫苗接种。 

• 新达城的双语聚会也无需订票出席。 

• 然而，你还是需要订票出席触爱中心和新达城的 G代儿童聚会。 

 

● 幸福聚会系列：幸福来敲门 

• 从 11 月 5 日（星期六）开始，福建聚会将进行为期五周的讲道系列，名为“幸福来

敲门”。 

• 这五周的证道题目分别是：真幸福、万世巨星、幸福连线、十字架的胜利、幸福的教

会。 

• 借着这五周的讲道，我们希望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能了解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从神而

来，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 请趁此良机，积极地邀请未信主的家人朋友来参加来临五周的幸福聚会！ 

 

● 守圣餐 

• 我们将于 11月 5 和 6 日在所有的聚会中守圣餐！ 

• 如果你参加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坚信浸信教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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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