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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12 周（2023 年 3 月 19 日 – 2023 年 3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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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生命中的大小事感恩。 

分成 2-3 人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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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Chhio Bi Bi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给我生命有意义 
Ho' goa se* mia u i i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主耶稣我赞美祢 
Chu Ia-so' goa o lo Li 

哈利路亚! 
Ha-li-lu-ia!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爱祢, 耶稣我爱祢 
Ai Li, Ia-so' goa ai Li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O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哈利路亚!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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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拭干我目屎 
Sia* lang oe chhit ta goa bak s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互我得安慰 
Sia* lang oe ho' goa tit an ui 

 

*虽然我的肉体及我的心肠 
Sui jian goa e jiok the kap goa e sim tng 

渐渐地消退 
Chiam chiam e siau the 

总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力量 
Chong si Siong-te si goa sim lai e lat liong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Si goa e hok hun, tit kau eng 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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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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宝与寻珠             讲员：彭伟纶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3 月 11 日  

 

如何得着天国的宝藏？ 

  

1. 以天国为乐 Deligh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马太福音 Matthew 13:44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

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天国的价值就如同藏有宝贝的一块地，知道的人愿意付出一切来买这块地，因为是值得的。

这块地的价值胜过他所变卖的一切。 

 

约翰福音 John 15:11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

的喜乐可以满足。 

约翰一书 1 John 1:4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古卷作：我们）的喜乐充足。 

约翰福音 John 16: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

乐可以满足。 

耶稣明白人对快乐的需求，但我们常因世上的忧虑及困难等，忘记了得救与初信时的喜乐。

耶稣应许赐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应当向神求，必得着满足的喜乐。 

 

约翰福音 John 16: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

乐可以满足。 

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中找到喜乐。愿上帝成为我们内心的力量。 

 

2. 以天国为宝 Treasure the Kingdom of Heaven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7-8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

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说明：得到耶稣就是得到最珍贵的宝藏，其它东西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

不是他所要追求的。因为得到耶稣，就等于得到一切。 

 

马太福音 Matthew 6: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

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财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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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以天国为至宝，就要追求神的国，活出神的义，而不要追求世界上的事。因为神的国

远远超过金钱和权力，比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宝贵。 

 

3. 以天国为首 Prioriti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first 

以赛亚书 Isaiah 55:6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神呼召我们去寻找祂，就像寻找珍贵的宝藏，所以我们要为神腾出时间，以神为首。 
 
箴言 Proverbs 3:5-6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

指引你的路。 

我们要信靠耶和华，祂的话语就是真理。当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祂，而不是依靠我们人

类有限的智慧，并跟随祂，将祂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选择这上好的福分，那神就必指

引我们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路加福音 Luke 10:41-42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

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今天已经理解并接受了宝贵的礼物，知道神国度的宝藏和祂如此白白赐予的永恒生命。

愿我们像马利亚一样，选择了最好的福分，它不会从我们身边被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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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呼召我们寻求祂，就像寻找珍贵的宝藏。请分享我们要如何才能得着天国的宝藏？

Jesus calls us to seek Him just like seeking precious treasure. Please share how can 

we receive the treasure of heaven?  

 

Q2. 有了耶稣，就有满足的喜乐。有什么是你放不下的，使你失去了得救的喜乐？请分享。

With Jesus, there is contentment and joy. What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t let go of 

that makes you lose the joy of salvation? Please share. 

 

Q3. 你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神，并选择亲近神的上好福分，而不是依靠自己有限的能力？ 

Do you trust God in all circumstances and choose the awesome blessing of drawing 

near to Him instead of relying on your limited abilities? 

 

D. 服事 Work（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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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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坚信浸信教会 14 天禁食祷告 

• 从 3 月 27 日至 4月 9日，我们教会将在复活节来临之际进入一段禁食祷告期。 

• 从 3 月 25 日起，祷告指引将上载到教会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 此外，我们也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进行晚间祷告会。 

• 祷告会的 Zoom链接将在下个星期与祷告指引同时发出。请上教会网站查看详情。 

• 在这特殊的季节里，让我们借此机会自我反思，并且亲近神。 

 

• 守圣餐 

• 我们将在 4 月的首个周末（4月 1 和 2 日）守圣餐。 

• 如果你来参加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记得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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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