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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46 周（2022 年 11 月 13 日–2022 年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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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龙   

目的：训练急才及记性  

内容：  

1. 全组围圈坐，人数不限。  

2. 一个开始说一个词语，可用人名、地名、科目名等等，范围可以很广。下一位组员便以

这词语最后的字为首，请出一个新的词语（可用谐音）。例如：太平山.山山相连.莲蓉……  

3. 接不上的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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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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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使地上发芽结实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显出爱疼的根据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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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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幸福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1 月 5 日  

 

大家都希望有个幸福的人生。到底幸福是什么？一般而言，幸福是指快乐、健康、有满足感。

可能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人说有爱就有幸福，有人说有钱就有幸福，有人说有汽车、

别墅才叫幸福，有人说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幸福，又有人说被称赞、被羡慕就是幸福。社会

中许多人都为前程奔波，为追求成功而努力，甚至为金钱甘愿忍受痛苦，这都为了获得幸福。 

 

我们如何能得着真幸福? 

 

1.  领受上帝的大爱 - 回到生命的源头，恢复与神的关系 Receive the great love of God 

- return to the source of life and restore relationship with God 

创世记 Genesis 1:26-28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

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

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起初创造天地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人类。神为了人类预备了伊甸园，那里是没有伤痛的，

是个应有尽有的丰盛乐园。神赐给人类有管理万物的能力，并吩咐人类在地上要生养众多。

人类因为罪的关系与上帝隔绝，也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破裂。 

 

创世记 Genesis 3:10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

藏了。 

人类离开神的结果亦使他们不接纳自己的真我。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便用无花果树的叶

子遮盖身体，又把自己藏起来躲避神。明显的，他们乃要遮盖自己的罪。 

 

创世记 Genesis 3:16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

苦楚。 

神在创世记 1:28 吩咐人类要生养众多。然而，女人生产时的痛苦绝非神的原意，乃是人类

犯罪离开神以后的结果。 

 

创世记 Genesis 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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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又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19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

到你归了土，……… 

男人必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直到他们归了土。这些都不是上帝起初要

祝福我们人类的目的。其实，人类犯罪离开神后，人与神关系破裂是很自然的结果。 

 

马太福音Matthew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当神创造人时，祂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空间，以致当人亲近祂时，人的喜乐才得以圆满，而

这个空间只有神才能填满。我们要回到生命的源头，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

祝福我们有平安，喜乐与真幸福。 

 

2. 拒绝撒旦的谎言 - 明白上帝的真理，过着得胜的生活 Reject Satan's lies - understand 

God's truth and live a victorious life 

启示录 Revelation 12:9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我们要知道魔鬼和撒旦都是骗子和说谎者。牠们要迷惑普天下的人，让我们心里没有真理。 

 

创世记 Genesis 3:1………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撒旦就象骗子一样污蔑神的品格和祂的爱，挑拨亚当和夏娃与神之间的关系，让他们背离神

的旨意。那条狡诈的蛇怀着欺骗的心思问了夏娃这个问题，是想看看夏娃到底对神的话理解

了多少，明白上帝的真理多少。因为蛇欺骗他们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你们吃了，眼

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约翰一书 1 John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

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人世间一切的恶，皆逃离不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亚当和夏娃结果逃不

过欲望，即：肉体的情欲（果子好做食物），眼目的情欲（他们看智慧树的果子悦人眼目），

并今生的骄傲（吃了果子，能像神一样有智慧）。他们犯了罪之后，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之

后就跑去藏起来。 

 

约翰福音 John 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

且得的更丰盛。 

我们要是明白上帝的真理，天天读神的话语，灵修亲近神，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清心在主里，

让生命成长，并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就不会被撒旦的慌言欺骗。我们就能过得胜，得着

更丰盛的生命。以神儿女的身份，继承永恆的产业，领受应许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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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如何有真幸福? How can we have true happiness? 

 

Q2. 你是否有读神的话语或听灵修电话学习真理? Have you learned the truth from 

reading God's Word or listening to the phone-in devotional lines? 

 

Q3. 请分享一件你曾经被撒旦欺骗过的事，并如何以真理胜过牠？Please share one thing 

that you have been deceived by Satan and how you overcome it with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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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达城没有聚会的日期 - 11 月 

• 新达城的场地于 11 月 19 和 20 日无法供我们使用，所以那个周末的聚会只在触爱中

心进行。 

• 请记下来，并做好适当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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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