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50 周（2022 年 12 月 11 日 – 2022 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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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为生命中的大小事感恩。 

分成 4-5 人一小组，每位组员轮流说“我感恩，因为。。。。”，比如“我感恩，因为

今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去上班”等句子；组员一直轮流分享直到带领者说“停”

为止，带领者可以让组员有 10 分钟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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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万民都来赞美祂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祂是我的帮助 
I si goa e pang cho' 

祂是我的力量 
I si goa e lat liong 

倚靠祂的人必永不失落 
Oa kho I e lang pit eng boe sit loh 

来赞美耶和华 
Lai o lo Ia-ho-hoa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来尊崇祂圣名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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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有祢在我生命中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我就永远不惊惶 
Goa chiu eng oan boe kia* hia* 

风雨那呢大旷野这呢阔 
Hong ho' hiah nih toa khong ia chiah nih 

khoah 
有祢同在无摇动 

U Li  ong chai bo io chhoah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我就永远不孤单 
Goa chiu eng oan boe ko' toa* 

有祢相作伴与祢逗阵行 
U Li sa* choe phoa* kap Li tau tin kia* 

充满温暖不畏寒 
Chhiong moa un loan boe ui koa*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祢心肝 
Kam goan ui goa siu chin thoa boa chiong 

goa tng choe Li sim koa*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与主连相倚 
Un cheng chiah toa cha* iu* kam sia it seng 

kap Chu liam sio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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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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教会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2 月 3 日   

 

使徒行传 Acts 2:46-47 

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就像早期的教会一样，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在这属灵的大家庭里，我们可以

感受到神的同在，慈爱，恩典和怜悯。 

 

“教堂” 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地方。 

“教会” 是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体，是一个团契。 

 

教会是： 

a. 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  宣告真理，解释真理，实践真理。 

b.  基督徒的聚集 

•  上帝喜悦祂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不要作属灵的孤儿。 

c.  基督的身体 

•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表明与教会有生命联结的关系。 

d. 上帝的殿，上帝的家，基督的新妇。 

•  表明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 

 

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幸福的教会，因为我们能： 

1. 与人团契 Fellowship with each other  

 

“团契”就是“彼此问候，彼此关心，彼此祷告，彼此吃饭聊天，建立彼此的感情。” 

 

马太福音 Matthew 18: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两三个人”就是一个团契。如果我们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要在一个团契里，成为团契的

一份子，也就是教会的一份子，千万不要独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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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Hebrews 10:24-25 

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上帝不要我们停止聚会。祂吩咐我们要在团契里彼此劝勉，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听线上讲道和去教会听，是完全不同的经历，就如打电话给女朋友和约她出来，是完全不同

的经历。—— 穆迪 

 

独自一人敬拜神和在一个团契里一起敬拜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在教会

一起敬拜、祷告、聆听神的话语时，我们会感觉到神彰显性的同在，神的触摸、安慰和鼓励。 

 

约翰福音 John 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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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有团契，能彼此相爱，所以，祂赐给我们这条新的命令。耶稣告诉我们，

当众人看到我们常聚集在一起，彼此相爱，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是祂的门徒。这就是团契的重

要性，我们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能带人信主，这是多么的幸福。 

 

2. 与神交通 Communion with God  

 

我们来教会能与天父、耶稣、圣灵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多么的幸福。 

 

诗篇 Psalm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大卫渴望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寻求神，瞻仰祂的荣美，与祂交通。“在神的殿里求问”的

意思就是“在教会与神交通”。 

 

诗篇 Psalm 84:1-2 

1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2 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

向永生神呼吁。 

我们每个星期来教会，都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敬拜和听道。敬拜是我们人献给神；而听道是

神献给我们。这就是与神交通的意思，与神交通就能经历到祂。我们在敬拜中能经历神，在

听道时也能经历神。 

 

使徒行传 Acts 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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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12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切记，无论是哪一个牧师讲道，都是神所拣选的器具；无论所讲的是哪一个题目，都是对我

们有益处的。当我们乐意接受真道，天天查考圣经，就能领受到神藉着讲道对我们所说的话。 

 

雅各书 James 1:25 唯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

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要听了道而不会忘记，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听的道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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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渴望来教会与人团契？为什么？Do you long to come to church to fellowship 

with each other? Why? 

 

Q2. 神是否曾在教会的敬拜或听道中对你说话？请分享你的经历。Has God ever spoken to 

you during a church worship or sermon?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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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诞节 

a) 圣诞聚会 

• 12 月份已来临，圣诞节很快就要到咯。 

• 我们的圣诞聚会将于 12 月 24 和 25 日举行。 

• 福建聚会将例常进行，那个周末则没有青少年聚会。 

• 至于我们的英语和双语聚会，请看以下的详情： 
 

星期六（12 月 24 日） 星期日（12 月 25 日） 

傍晚 5.00 – 英语（只在触爱中心） 
上午 10.00 – 双语 （触爱中心 + 新达城） 

晚上 7.45 – 英语（触爱中心 + 新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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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 代儿童的圣诞节目 

• G 代儿童将于 12 月 17 和 18 日，以及 24 和 25 日为孩子们举行特别的节目，名为

“神奇的圣诞”。 

• 节目将于例常的 G 代儿童聚会时间，即星期六，晚上 7.20 和星期日，早上 9.50，在

触爱中心和新达城进行。 

• 你需要预订例常的 G代儿童聚会门票来参加此活动。 

• 你可以从来临的星期三（12月 14日），晚上 9.00开始，到往常的票务网站预订这两

个周末的门票。 

• 若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8208 2905 联络 G代儿童团队， 

• 或通过社交媒体@gkidzfcbc（面簿和 Instagram）与他们联系。 

• 这将会是一场很棒的庆祝活动！ 

• 欢迎你邀请家人和朋友，以及他们的小孩一起来参加。 

 

● 坚信浸信教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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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