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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48 周（2022 年 11 月 27 日–2022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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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密码 

带领者请每位组员分享自己在以下三种心情的表现： 

1. 当我很快乐时，我会...... 

2. 当我很生气时，我会...... 

3. 当我伤心时，我会...... 

然后组长为每位组员做祝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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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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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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连线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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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源头是上帝，若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就要跟上帝有连线，这条连线就是祷告。 

 

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跟祂沟通，跟祂亲近，与祂建立美好的关系。祷告不只是有事向上帝

祈求，藉着祷告，我们也能感谢祂，赞美祂，跟祂分享我们一天里所发生的喜与悲。祷告是

改变万事的能力，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 

 

约翰福音 John 14:14 你们若奉我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 

上帝爱我们，祂期待我们向祂祷告。藉着耶稣和祂大能的名，我们的祷告必获得上帝的垂听，

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 

 

雅各书 James 5:16 ...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身为上帝的儿女，祂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义人祷告的力量是强大的，有功效的。 

 

祷告必须拥有的心态： 

1. 祷告要有信心 Pray in faith 

 

马可福音 Mark 11: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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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是祷告蒙应允的关键。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要相信祂是个凡事

都能的神，相信祂有能力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上帝会按照我们的信心，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雅各书 James 1:6-7  

6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7 这样

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我们祷告没有被应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疑惑，我们三心两意，我们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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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1:40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耶穌的要求：先相信，后看见。 

 

2. 祷告必须坚持 Pray persistently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7 不住地祷告， 

罗马书 Romans 12:12 ... 祷告要恒切。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坚持，要专心，不要停止，不要放弃。 

 

我们总是认为，当我们向上帝祷告后，祂就必须马上应允我们。若上帝没有马上应允，我们

就开始怀疑祂的能力，怀疑祂的慈爱，这是错误的祷告心态。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等候上帝，

仰望祂，寻求祂。 

 

路加福音 Luke 18: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耶稣用一个寡妇和不义的法官的比喻，激励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不义的法官不怕神、不怕人，

但因那寡妇不停地祈求他为她伸冤，结果他答应了那寡妇的要求。耶稣提醒我们“神岂不更

应允祂儿女们的祷告吗？”所以，我们祷告要坚持！ 

 

耶利米书 Jeremiah 29:12-13 

12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13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我们祷告后要耐心地等待上帝的回应，不应该限定祂应允我们祷告的时间和方式。上帝掌管

一切，若祂尚未回应，我们不要灰心，继续祈求。祂最终会在最适当的时间，使用最合适的

方法回应我们的祷告。 

 

3. 祷告不要妄求 Do not pray with wrong motives 

 

雅各书 James 4:3 (CUVMPS)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雅各书 James 4:3 (CSBS) 你们求也不能得到，是因为你们求的动机不对，为了要花费在自

己的私欲上。 

“妄求”就是“求的动机不对”或“求的目的不对”。求的人目的是要花费在自己的私欲上，

用来满足自己的的贪恋。 

 

约翰一书 1 John 5:14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

的心。 

我们要按照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求，而不是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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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 Mark 8:33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祷告时，要体贴神的心意，不要体贴人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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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用信心祷告蒙应允的经历。Please share an experience which you prayed 

in faith and God answered your prayer.  

 

Q2. 当你祷告了一段时候，神还没应允，你会继续坚持祷告吗？为什么？When you have        

prayed for a long time and God has not answered, will you continue to pray? Why? 

 

Q3. 你是否有按照神的心意祷告，而避免妄求的情况？请分享你目前正在祷告的一件事情。

Do you pray according to God's will and avoid praying with wrong motives? Please 

share one thing that you are currently pray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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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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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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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