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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52 周（2022 年 12 月 25 日 – 2022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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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游戏：记起我的从前 

目的：彼此认识 

时间：15 分钟 

每位组员伸出十只手指，然后轮流分享以下任何一样关于自己的事： 

1） 一件曾经做过的事 

2） 一样曾经吃过的食物 

3） 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 

轮到的组员在分享后放下一根手指，其他的组员若有同样的经历也放下一根手指；每个

人轮流分享，手指先完全放下者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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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赞美主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Goan it chhe eng iau long kui ho' Li 

 

主圣灵 
Chu Seng Leng 

 

主圣灵! 我需要祢与我同行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kap goa tang 

kia* 
主圣灵! 我需要祢来带领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lai toa nia 
让我甭靠自己, 让我能顺服祢 

Ho' goa boe kho ka ki, ho' goa thang sun 
hok Li 

求主圣灵坚强我的心 
Kiu Chu Seng Leng kian kiong goa e sim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认识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jin 

bat Li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亲近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chhin kun Li 

让我知影祢的真理 
Ho' goa chai ia* Li e chin li 

让我明白祢的真理 
Ho' goa beng pek Li e chi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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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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开道路                        讲员：颜中民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12 月 17 日   

 

以赛亚书 Isaiah 43:16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 

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苦难，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会经历苦难。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最

大的盼望是神为我们开道路。 

 

申命记 Deuteronomy 3:24‘主耶和华阿，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

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 

我们在逆境里仍然能赞美神，在挣扎中仍然能满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祂必

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心里要常有属灵的期待，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必开道路的神。 

 

以赛亚书 Isaiah 43:2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

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对基督徒来说，要脱离恐惧最正确的行动，就是仰望神，倚靠神，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为什么良善的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中？ 

1. 苦难使我们学谦卑 Suffering teaches us humility 

诗篇 Psalm 119:71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当我们经历生命的苦难时，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根本就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苦难提醒我们自

己的能力很有限，所以，我们不要骄傲，要学习谦卑。 

 

-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雅各书 James 4:6 

- “(神)与谦卑的人同居”- 以赛亚书 Isaiah 57:15 

 

2. 苦难使我们倚靠神 Suffering makes us rely on God 

诗篇 Psalm 37:5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神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倚靠祂，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手，把所有的苦难都交给祂，由祂为我们

开道路。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和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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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Psalm 115:11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 

- 大卫在面对歌利亚时，倚靠神，结果战胜了歌利亚！ 

-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面对耶利哥城时，倚靠神，结果城墙倒塌！ 

 

“倚靠神的人，神永远给他出路，也不将超出他能承担的试探加给他。这就是神信实的一个

明证。”── 戴德生 

 

3. 苦难使我们亲近神 Suffering draws us closer to God 

诗篇 Psalm 73:28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

切的作为。 

没有任何事物能像苦难一样，使我们与神更加亲近。 

 

诗篇 Psalm 34:18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我们对神最深的敬拜，最贴近神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4. 苦难训练我们成义 Suffering trains us to attain righteousness 

希伯来书 Hebrews 12:6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神常常会使用苦难来磨炼我们，管教我们这些祂所爱的孩子，为了要塑造我们，使我们成长。 

 

“管教常为祝福铺路，只要我们适当地接受它，它就会为我们带来祝福。”── 孙德生 

 

希伯来书 Hebrews 12:9-11 

9 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

他得生吗？10 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11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

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圣经里神所使用的人，都曾受过许多的苦难： 

-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0 年在旷野受了许多苦。 

- 使徒保罗为了建立基督的教会，塑造门徒，受了许多苦。 

-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各个都因传主福音，作见证，受尽了苦，甚至还为主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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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苦难是否让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发现到自己无法掌控生命中一切的事，使你谦

卑地倚靠大能的神？Please share whether suffering makes you realize your weakness,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and hence makes you humbly rely on 

the mighty God? 
 

Q2. 你是否在感到绝望，走投无路时才转向神，亲近祂？你要如何做到每日都花时间亲近神？

Do you turn to God and draw closer to Him when you feel desperate and hopeless? 

What should  you do to ensure that you spend time drawing close to God every day? 
 

Q3. 请分享一项神管教你，使你属灵长进的经历。Please share an incident where God 

discipline you to make you grow spiri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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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历新年 2023 的最新消息 

• 坚信家庭，圣诞节的一个月后就是农历新年了，这里有一些你需要注意的事项！ 

 

a) 不会分派坚信浸信教会的红包封套 

• 相信许多弟兄姐妹都期待领取我们每年分派的红包封套。 

• 然而，我们将于 2023 年暂停分派坚信浸信教会的红包封套。 

• 不过别担心，因为触爱社会服务的团队已经为我们准备了 2023 年的春节一份特别的

礼物。 

 

b) 触爱社会服务的感谢礼 

• 触爱社会服务感谢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今年所给予他们的支持。 

• 为了表达对大家的感谢，他们准备了特别的礼物，是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橘子袋，橘子

袋设计灵感来自他们特殊需要的艺术家。 

• 如果你想领取这份感谢礼，请浏览 www.touch.org.sg/hongbao2023/fcbc 注册。 

• 感谢礼将于 1 月 9至 20日之间邮寄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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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农历新年周末没有现场或实体聚会 

 

• 一如既往，保亮牧师和妍妍牧师在春节期间让教会的工作人员休假，希望给他们足够

的休息。 

• 所有的工作人员将在农历新年的那一周集体休假。 

• 因此，1 月 21 和 22日将没有现场或实体的聚会。 

• 然而，我们会和今年一样，预先录制聚会。 

• 我们步入新的一年时，将为大家提供更多有关预录聚会的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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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