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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02 周（2023 年 1 月 08 日 – 2023 年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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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跳水 

目的：留意别人的说话及反应 

时间：20-30 分钟 

内容：1. 组员围圈坐，组长开始说“一只青蛙”，第二人“一张嘴”，第三人“两只眼

睛”，第四人“四条腿”，第五人“扑通！扑通！”。第六人“跳下水”。 

          2. 继续下一位组员便要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

腿”、“扑通！扑通！”、”跳下水“。 

          3. 接不下去的组员便退出，剩下最后一位是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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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上帝对咱真爱疼 
Siong-te tui lan chin thia* thang 

咱当怎样来报答 
Lan tioh chai* iu* lai po tap 

跟主己经几落冬 
Te Chu i keng kui loh tang 

信心行踏当配合 
Sin sim kia* tah tioh phoe hap 

大家同心相爱疼 
Tai ke tang sim sio thia* thang 

相爱疼,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sio thia* thang 

咱当相爱疼 
Lan tioh sio thia* thang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坚定我软弱信心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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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恩                        讲员：颜中民牧师 

讲道日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

旨意。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凡事感恩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要感谢神

在 2022 年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和家人平安，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诗篇 Psalm 95:2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诗篇 Pslam 100:4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诗篇 Psalm 147:7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我们要像诗人一样，感谢主在新的一年里，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恩典、怜悯、智慧和能力。 

 

路加福音 Luke 17:11-19 

11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马利亚和加利利。12 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

而来，远远地站着，13 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14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15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16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马利亚人。17 耶稣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18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

神吗？”19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耶稣虽然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可是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祂。 

 

大麻风病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药物来医治患者，所以它可算

是一种绝症。得了大麻风的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要忍受许多的痛苦。患者身上多处发生溃疡，

手指头和脚指头还会慢慢烂掉。他们还会被赶出居民区，与其他的患者隔离在麻风病患区。 

 

基督徒要如何感谢主恩？ 

1. 感谢主的祝福 Thank God for His blessings 

 

路加福音 Luke 17:17-18  

17 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18 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

来归荣耀于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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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九个犹太人没有回来感恩，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对他们的医治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认

为是高高在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只有他们才配得医治和救赎的。这种理所

当然的心使他们觉得不需要感恩。 

 

我们生活在家人的包容，亲人的关心和朋友的帮助之中。日子一久，我们也容易忽略别人的

付出，对别人的爱心缺乏敏感的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对上帝也是如此，我们时常视神的

恩典为理所当然的。其实，年幼的时候有双亲的照顾；长大了有好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年老

的时候有配偶相伴，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恩，千万不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民数记 Numbers 6:24-26 

24‘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25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26 愿耶和华向

你仰脸，赐你平安！’ 

摩西知道耶和华是个赐恩福，赐平安，保护以色列人的神。我们每天有饭吃，有水喝，有衣

服穿，有床睡，我们要感恩，这些都是神的祝福。 

 

2. 活出新的生命 Live a new life 

 

路加福音 Luke 17:15-16 

15 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16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

人是撒马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因为他感到他是多么的不配得到医治，但是却蒙了耶稣的怜悯。虽然

耶稣是犹太人，但却没有拒绝他，没有把他与其他九个犹太人分别对待，耶稣竟然医治了他。 

 

路加福音 Luke 17:19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撒玛利亚人不但身体的病痛得到医治，连他的灵魂也得到救赎。 

 

罗马书 Romans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 

我们若活出耶稣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就是感谢主最好的行动。就算我们不明白发生在我们

身上不如意的事，但我们要相信神总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能活出更强、更棒的新生命。 

 

让你失败，是为了让你学到谦卑； 

让你受骗，是为了增长你的智慧； 

让你受伤害，是为了使你更坚強； 

让你受委屈，是为了训练你的人格； 

让你受打击，是为了提醒你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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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失去，是为了让你学习珍惜； 

让你痛苦，是为了让你赶快醒觉； 

让你绊倒，是为了坚强你的双腿。 

 

税吏长撒该、有七个污鬼从身上被赶出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使徒保罗，

这些神的仆人都因为感谢主耶稣的恩惠，为主活出全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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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要为上个星期所发生的哪三件事向神献上感恩？Please share what three 

things you would like to thank God for last week? 

 

Q2. 请分享你目前正在面对的一件不如意的事情，然后说出你仍然选择感谢主的原因？

Please share an unpleasant thing you are currently facing, and then tell everyone why 

you still choose to thank the Lord? 

 

Q3. 请分享你蒙主恩后，为主活出新生命的见证？Please share your testimony of living a 

new life for the Lord after receiving His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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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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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cbc.org.sg/CNYreunionnight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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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geokpheng.tan@fcbc.org.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