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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51 周（2022 年 12 月 18 日 – 2022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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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下选择任何一个话题来分享： 

1. 圣诞的愿望 -- 分享你有哪些圣诞愿望已经实现了。 

2. 圣诞礼物 -- 分享你所收到最好的一份圣诞礼物。 

3. 圣诞的意义 -- 分享你对圣诞节有什么新的领受或新的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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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耶和华 
Sin Kho Ia-Ho-Hoa 

 

信靠耶和华的人 
Sin kho Ia-ho-hoa e lang 

好像是锡安山 
Chhin chhiu* si Si-an-soa* 

永不摇动, 永不摇动 
Eng bo io tang, eng bo io tang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Cheng soa* ui rau Ia-lo'-sat-leng 

主也围绕你 
Chu ia ui rau li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Tit kau eng oan, tit kau eng oan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主耶和华款待好人 
Chu Ia-ho-hoa khoan thai ho lang 

平安归给你 
Peng an kui ho' li 

荣耀耶稣, 荣耀耶稣 
Eng iau Ia-so', eng iau Ia-so'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呤诗赞美主 
Gim Si O Lo Chu 

 

天父上帝请祢来听 
Thi* Pe Siong-te chhia* Li lai thia* 

阮抹呤诗来赞美祢的名 
Goan beh gim si lai o lo Li e mia 

祢的教训阮抹行 
Li e ka si goan beh kia* 

祢的话语阮抹听 
Li e oe gu goan beh thia* 

主啊祢的疼爱阮嘛知影 
Chu ah Li e thia* thang goan ma chai ia* 

阮的脚步求主啊来带领 
Goan e kha po' kiu Chu ah lai toa nia 

这条道路虽然歹行 
Chit tiau to lo' sui jian phai kia* 

但有主同在阮嘛唔惊 
Tan u Chu tang chai goan ma m kia*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献给祢 
Goan goan it seng hian ho' Li 

用阮的歌声称颂赞美祢 
Eng goan e koa sia* chheng siong o lo Li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见证祢 
Goan goan it seng kian cheng Li 

愿一切荣耀拢归给祢 
Goan it chhe eng iau long ku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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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辛苦到好幸福                       讲员：陈汉锡弟兄 

讲道日期：2022 年 12 月 10 日   

 

1. 有耶稣救主——苦命变好命  

There is Jesus the Saviour —— Hard life turned into a good one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7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汉锡弟兄分享，早年生活无依无靠, 生活非常辛苦。但是自从认识耶稣以后，充满来自神的

喜乐，对未来也有了盼望。神的同在，胜于自己的孤军奋斗。对于现在来说，妻子房子孩

子...什么都有了。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总觉得生活很辛苦呢？原因是怕失去。 

 

怕失去已经拥有的金钱和地位等...物质，而失去起初的喜乐，在主里的平安。因为初信主时，

虽然拥有的不多，但无罪一身轻，被主的喜乐充满。反而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怕失去，而没

有主的喜乐，平安。所以要有归零的心态，回到起初信主时的喜乐。因为我们身为基督徒就

是有圣灵的恩膏。 

 

2. 有圣灵内住——日日有结果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 Bearing fruit on a daily basis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2-23 

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在每天生活中与人相处，尤其是夫妻之间，别靠自己血气相对，而要靠着圣灵充满。夫妻相

处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这时就别只想要争谁对谁错，要祷告圣灵充满，流露圣灵所结

的果子。要以仁爱相互包容，用恩慈、忍耐和温柔相应对，保持彼此关系和平。说话回应要

有节制，时时追求圣灵的充满，就必充满神的爱和喜乐，这样夫妻和家庭关系才会更加和谐。 

 

当然不只是夫妻之间相处要有圣灵的果子相应对。在每日生活各种人际交往过程中，随时随

地都需要求圣灵充满，并以圣灵所结果子的好品行来待人处事，必有好的结果。 

 

小组讨论分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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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未信主时，生活是如何辛苦呢？信主后，又是如何幸福呢？请分享。How hard 

was life in the past when you were not a believer? How happy are you now after 

becoming a believer? Please share. 
 

Q2. 未信主前，你的人际关系如何？现在又是怎样的情况？要如何做才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请分享。How was your relationship before you were a believer? What is the situation 

now? What can be done to have good relationships? Please share. 
 

Q3. 要如何才能从好辛苦到好幸福，还能够日日结果？请分享。How can we go from 

being so hard in life to being so happy, and still be able to bear fruit every day?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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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诞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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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代儿童的圣诞节目 

• G 代儿童的圣诞节特备节目将在 12 月 17 和 18 日，以及 24 和 25 日进行。 

• 名为“神奇的圣诞”的节目适合 7 至 11 岁的儿童参加。 

• 我们会为 18个月至 6岁的儿童准备不同的节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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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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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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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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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