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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01 周（2022 年 1 月 01 日 – 2022 年 1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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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別的礼物 

1. 带领者请每位组员轮流分享以下题目（择一进行）： 

a. 自己生命中曾经收到过最特别的礼物，以及这份礼物如此特别的原因。 

b. 猜测自己的配偶、父母、孩子或其他亲人最想要的礼物。 

2. 带领者带领组员为自己生命中最特别的礼物，献上感恩的祷告；或是鼓励组员在这个

特别的季节为自己的亲人，送上心中认定的那份特别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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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火 
Hoe Hoe Hoe 

 

火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圣所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信徒们在此等候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世界 
Chhiong moa che se kai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我的耶稣真爱我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因为耶稣真爱我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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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礼物                        讲员：郑丽群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12 月 25 日   

 

圣诞节的真正主角是主耶稣基督，祂是圣诞节上帝赐给我们世人最珍贵的一份爱的礼物。 

 

圣诞是一个 Christmas is： 

1. 爱的季节 Season of Love 

 

神爱我们，祂愿意差祂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接受耶稣

作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灵魂得救，得着永生。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7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

看，都变成新的了！ 

信主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以前的事都已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诗篇 Psalm 100:5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神永永远远爱着我们。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当你明白上帝的爱时，这爱会让你有动力的

往前行。神的爱带给我们安慰；神的爱赐给我们力量；神的爱让我们从惧怕中走出来！ 

 

2. 喜乐的季节 Season of Joy 

 

路加福音 Luke 2:10-11 

10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11 因今天在大

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圣经中说：天使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向牧羊人报告大喜的信息：基督降生了！ 

 

历代志上 1 Chronicles 16:31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做王了！’ 

我们心里有极大的喜乐，因为耶稣来到世间，将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光明都带

给了我们。主耶稣拯救和释放他们，我们的生命因此有了倚靠和盼望，这是极大的喜讯！ 

 

3. 平安的季节 Season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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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困难，但神仍然赐平安给我们，因为祂在苦难中必为我们开道路。 

 

圣诞节的前夕就叫平安夜，因为主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极大的平安。 

 

4. 施予的季节 Season of Giving 

 

申命记 Deuteronomy 33:25 ...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2:9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许多的祝福。神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也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诗篇 Psalm 37:4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神把我们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许多的祝福，我们也应该施予别人。 

 

使徒行传 Acts 20:35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

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在精神和物质上，多多施予别人，常常想主所想的，做主所做的。 

 

5. 服事的季节 Season of Serving 

 

马可福音 Mark 10:45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人。我们要效法耶稣去服侍人。我们可以在教会参与服事，

比如做招待，为人祷告；我们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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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在圣诞的季节里，你的心是否充满神的爱，喜乐与平安？你打算如何与别人分享

从神而来的爱，喜乐与平安？Please share whether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God's love, 

joy and peace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How are you going to share such love, 

joy and peace of God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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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请分享‘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项经历？你如何的施予，对方是谁，结果得到了什么祝

福？Please share an experience of“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How 

do you give, who is the recipient, and what blessings do you get as a result? 

 

Q3. 你目前有没有参与教会活小组里的服事？若有，请分享你的服事心得？若没有，你打算

参与什么服事？Are you currently involved in serving in church or in cell? If so, please 

share your serving experience? If not, which area do you intend to begin se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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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订购红包袋将在 1 月 1 日（日）截至。 

• 感谢礼将于 1 月 9 至 20 日之间邮寄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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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ouch.org.sg/hongbao2023/f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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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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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节团圆之夜 

• 我们的春节团圆活动时隔 3 年再次举行！ 

• 我们特别为所有在新加坡工作或读书的海外华人朋友举办这个团圆之夜，他们由于各

种原因无法回返家乡与家人共度春节。 

• 我们想和这一群朋友说，你并不孤单！快来参加我们的团圆之夜，有美食享用、有娱

乐活动还能结交新朋友！ 

• 活动将于 1 月 13 日（星期五），晚上 7.00 至 9.30 在触爱中心大堂举行，每人收费

新币 10 元。 

• 你可以在 1 月 8 日之前到这个链接 www.fcbc.org.sg/CNYreunionnight 登记。 

• 如有疑问，请致电 6424 9400 或电邮至 geokpheng.tan@fcbc.org.sg 与玉萍姐妹联

系。 

 

• 坚信浸信教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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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cbc.org.sg/CNYreunionnight
mailto:geokpheng.tan@fcbc.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