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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47 周（2022 年 11 月 20 日–2022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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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真假回忆录 

目的：建立关系要努力  

内容：每一个人轮流讲三件往事，其中一件往事是假的，当一人讲完，大家马上猜他哪件

往事是假的！猜中者一分，最后分数最高者赢！ 

重点：以有趣的方式来彼此认识，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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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I si Ia-so'  I si Ia-so'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我要来赞美祂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主是爱 
Chu Si 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更改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离开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清心的人可看见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顺服的人可听见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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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巨星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1 月 12 日  

 

当神创造了人，祂是要与人建立一个永恒亲密的关系，供应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神创造人，

祂赐人有选择的自由。可惜，人却选择了悖逆祂，不信靠祂。 

 

罗马书 Romans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耶利米书 Jeremiah 17:9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这世上没有分好人，坏人，只有罪人！”---- 胡民气牧师 

 

罗马书 Romans 6:23a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 

罪使人与神隔绝。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身上有罪却出现在神的面前，我们会怎么样？死路

一条！ 

 

人企图用自己的方式，回到神那里，如： 

1. 上教堂做礼拜，以为只要戴上十字架就行！但是却没有虔诚的敬拜，结果是徒劳无功！ 

2. 透过找各种各样的方式，行善积德来弥补过失，赎罪。其实，若没有真正的爱心，这也

是枉然的。 

3. 人希望透过其他方式，如参加宗教的活动，让自己成为一个义人，但是往往仍然感到空

虚寂寞，没有平安。 

 

慈爱的天父，提供了唯一可以帮助解决罪的方法，祂派遣一位万世巨星，就是祂的独生子耶

稣基督来救赎我们。 

 

罗马书 Romans 3:23-24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24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

白地称义。 

 

耶稣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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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祂是道路，引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 He is the Way, leading us back to the Father 

耶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唯有透过祂，我们才能到天父那里！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3-16  

13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14 因他使我

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15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

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 既在十字

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耶稣不仅指示我们怎么走，还拉着我们的手，为我们带路；而祂本身就是道路，每天引领我

们一步一步走近神。 

 

耶稣是我们的光，光一来，黑暗就消失，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跟随光走，就能离开黑暗，

行在光明中。 

 

2. 祂是真理，认识祂得自由 He is the Truth, knowing Him will set us free 

 

约翰福音 John 8:31-32  

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 你们必晓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一个人若不是真正认识神，不会懂得什么是真理。 

 

希伯来书 Hebrews 13:8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神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懂得神的真理，就不会轻易被魔鬼所欺骗蒙蔽。 

 

3. 祂是生命，接受祂得永生 He is the Life, accepting Him will receive eternal life 

约翰福音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

得永生。 

神亲自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以洁白之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最后，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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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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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在你认识主耶稣的过程中, 你是否记得有多少位主内家人向你介绍过这位万世巨星，才

开心扉接受主？你是否也像他们一样把这位万世巨星介绍给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请分享。

In the process of knowing the Lord Jesus, do you remember how many members of 

the Lord's family introduced you to this Superstar of All Generations before you 

opened your heart to accept Him? Are you like them introducing this Superstar to 

those who yet to know Him? 

 

Q2. 你知道灵修电话的号码吗？你有每天打电话听灵修吗？除了灵修电话以外，你有其它的

灵修工具吗？Do you know the phone-in devotional lines number? Do you call every 

day to listen to the devotion? Do you have any other devotional tools besides the 

phone-in devotional lines? 

 

Q3. 请两位一组，互相演练“约翰福音3:16“的得人工具。Please practice the ”John 

3:16”winning tool in 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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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月 

• 新达城的场地于 12 月 3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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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守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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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于同个周末 - 12 月 3和 4日在所有的聚会中守圣餐。 

• 如果你来参加实体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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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