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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10 周（2023 年 3 月 5 日 – 2023 年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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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 我讲你演 

目的：学会意会别人与表达自己 

内容：1. 每组 3 人 

 2. 选甲乙丙，3 人离场，另选一位组员编一个故事或事件。 

 3. 按着故事内容表演给首先进来的甲看，甲做相同动作给乙看，乙再做给丙看，  

     由丙猜所看到的动作时什么意思，看看与原来的内容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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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都归我主我的神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我们高声呼喊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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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神 
Tan Hau Sin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救恩是从上帝来 

Goa e kiu un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 

I si goa e poa* chioh goa e tek seng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盼望是从上帝来 

Goa e ng bang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 

I si goa e pang cho' goa e eng iau 
 

*主作我的高台 
Chu cho goa e koai* tai 

我必不会摇动 
Goa pit boe oe io tang 

主是我的力量与避难所 
Chu si goa e lat liong kap pi lan so' 

我要时常倚靠祂 
Goa beh si siong oa kho I 

我要安静等候祂 
Goa beh an cheng tan hau I 

我的荣耀能力拢在上帝里 
Goa e eng iau leng lat long ti Siong-t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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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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高长大             讲员：郑丽群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2 月 25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13:31-32 

31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32 这原是百种里

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都会有长老的一天。这不是一个选择，是无法避免的；但长大却是一个选择，我们可以

选择我们的灵命是否要茁壮成长。若我们渴望成长，就必定会成长，因为神的国在我们里面。 

 

路加福音 Luke 17:21 …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神的国是指神所统管的地方。神统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顺服祂的旨意，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做神所喜悦的事，活出圣洁的生命。 

 

种子种在地里之后，就会开始生根发芽，会慢慢地成长。种子的成长是一个过程，需要等待

一段时间。我们灵命的成长也同样是一个过程，每天成长一些，渐渐的就会茁壮成长。 

 

我们的灵命如何能茁壮成长？ 

 

1) 阳光 – 活在神的光中 Sunshine – Living in the Light of God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8-9  

8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9 光明所

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活在神的光中就是活在真理和圣洁中。当我们领受了真理，就要把真理活出来，过一个真正

基督徒必须过的圣洁生活。这样我们就能茁壮成长，能结出良善，公义和诚实的果子。我们

要让神的光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体贴神的心意，遵行神的命令，

完成神的旨意。 

 

约翰福音 John 8: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

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要让神的光驱走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黑暗。当我们在光中，就不会有黑暗，因为光和黑暗

是不能够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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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

的光照着他们 ... 

活在黑暗中的人都是撒旦的奴隶。他们被撒旦弄瞎了眼，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使徒行传 Acts 26:18 ...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

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是新造的人，旧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的眼睛睁开，从黑暗中归

向光明。我们要活得像光明的子女，不是可怒之子，不是悖逆之子，也不是邪恶之子。 

 

2) 浇水 – 活在神的大能中 Watering – Living in the Power of God 

 

使徒行传 Acts 2:38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我们要常常被圣灵的活水浇灌，被圣灵充满，与圣灵同工同行。 

 

罗马书 Romans 8: 5-6 

5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圣灵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转向上帝，使我们体贴圣灵的事，不再体贴肉体的事。 

 

约翰福音 John 16:13 

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

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千万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要倚靠圣灵，祂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要赐

给我们能力活出耶稣的样式，以致我们的言语，思想，行为都会讨神的喜悦。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2-23  

22 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这样的

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才能在品格上茁壮成长，越来越像耶稣。 

 

3) 施肥 – 活在神的爱中 Fertilizing – Living in the Love of God 

 

约翰福音 John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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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爱的源头，爱是从神而来。我们能在神的爱中成长。当我们拥有神的爱，才能去爱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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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效法耶稣的爱，以祂的爱去爱别人。耶稣的爱是付出的，是无条件的，是不改变的。

我们要以这样的爱去爱别人，并学习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要将神的爱分享出去，使他

们也能体验神的爱，带来生命的转变，得着神的祝福。 

 

馬太福音 Matthew 25:35-36, 40 

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36 我赤身露

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40 …‘我实在告诉你

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当我们用爱心去服侍一个最小最不可爱的人时，我们就好像是在服侍耶稣。 

 

馬太福音 Matthew 7:12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活出爱的行动是不能出于勉强的，而是我们在基督里先尝到主爱的甘甜和喜乐之后，便自然

而然地流露祂的爱。若我们期待别人要以怎样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就先以同样的爱去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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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弃暗投明，活在神的光中。请分享你已经从哪些黑暗走出来了？你是如何做到的？ 

We must turn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d live in the light of God. Please share what 

darkness you have walk out from? How do you achieve it? 

 

Q2. 我们有圣灵的浇灌，就会得着能力去服事。请分享你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你是否有在服

事？When we have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we will be empowered to serve.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of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Have you been 

serving? 

 

Q3. 请分享你曾经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的经历？结果如何？Please share a time when you 

attempted to love someone who was not lovable? What was the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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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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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教会周祷会 

• 3 月 15日（星期三）的教会周祷会将会在线上进行。 

• 此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 以华语和福建话进行。 

• 鼓励听得懂华语或福建话的会友们踊跃参加。 

 

• 坚信浸信教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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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