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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03 周（2023 年 1 月 15 日 – 2023 年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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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轻松时刻 美梦成真 

目的：忙碌的生活中， 也要分别出时间，珍惜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 

内容：学校假期将近，你参加联合早报的幸运抽奖，结果幸运地获得马尔代夫四天三晚

的五星级旅行配套。可是这个配套只限两人，你可以把这个机会送给亲朋好友，或者你

可以带一个人同去， 你会怎么做，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和家人朋友去？如果是后者，你

会带谁去，为什么是他/她？你对这趟旅程有什么期待和展望（比如期待关系的改善，亲

子关系更亲密，等等）。当每个人都分享完了，接着两个人一组，彼此为对方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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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Chu Si 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更改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离开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清心的人可看见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顺服的人可听见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我的上帝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无限的爱 
Bo Han E Ai 

 

主祢是我的生命 
Chu Li si goa e se* mia 

风雨同心逗阵走 
Hong ho' tang sim tau tin kia* 

梦中有祢甲阮来作伴 
Bang tiong u Li kap goan lai choe phoa* 

脚步有祢的引导 
Kha po' u Li e in chhoa 

(2X) 

感谢祢对阮的爱 
Kam sia Li tui goan e ai 

给我机会对头来 
Ho' goa ki hoe tui thau lai 
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 

Thi* teng peh hun phoa* goan chau thian 
gai 

天使永远甲我同在 
Thi* sai eng oan kap goa tang chai 

 

*我欲大声唱互人知 
Goa beh toa sia* chhiu* ho' lang chai 

耶和华有无限的爱 
Ia-ho-hoa u bo han e ai 

世间的人拢来敬拜 
Se kan e lang long lai keng pai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Ia-ho-hoa si oan choan 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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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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梦想                        讲员：陈国贤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1 月 7 日   

 

神呼召我们成为祂的门徒，并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祂的梦想，就是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带

领人作基督的门徒。 

 

以弗所书 Ephesians 3:20 上帝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能够丰丰富富地成就一切，超过我

们所求所想的。 

 

“梦想有多大， 未来就有多大” – 张茂松牧师 

 

“梦想是一幅具有启发性的未来图画，能激发你的思维，意志和情感，是你尽一切所能来完

成它“ – 约翰•麦斯威尔 

 

梦想不是空想和假想，更非发白日梦和痴心妄想，而是主动、积极地被圣灵推动，突破思想

的框框来做神的工。 

 

“能够梦到就能做到。” – 沃尔特•迪斯尼 

 

约珥书 Joel 2:28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人要做异

梦，青年要见异象。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年长者要做异梦，这是神的话语说的！ 

 

我们如何为神梦想？ 

1. 敢敢祈求 Dare to ask 

约书亚记 Joshua 14:10-12  

10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其间以

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11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

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12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

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

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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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有一个超然的勇气，在 85 岁高龄时，他刚强壮胆地来到约书亚面前，敢敢地求赐神所

应许给他的地。 

 

民数记 Numbers 14:24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

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迦勒因为拥有梦想，他敢敢祈求，坚决为神梦想，活在神的应许和带领之中。 

 

“除非先有梦想，否则任何事都不会发生。”——卡尔•桑德堡 

 

马太福音 Matthew 7:7-8  

7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8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教导我们 - 求则得之 

 

2. 敢敢相信 Dare to believe 

 

民数记 Numbers 13:28-29; 32-33  

28 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的人。 29 亚玛

力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 

32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

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 33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12 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窥探时，都看到那地有肥美的果实，丰盛的田产，是一个“流奶与蜜

之地”。可惜其中 10 个探子，他们看到了巨人，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打起仗来输定了！ 

 

民数记 Numbers 13:30  

30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迦勒却有一个不一样的心志，他心里有神，他相信神，他知道和伟大的神相比，亚衲族人只

是小巫见大巫，相形见拙！ 

 

约书亚记 Joshua 14:7-8  

7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8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当其他的人都因为看见巨人而胆战心惊时，迦勒却定睛仰望神。他有要战胜仇敌的心志，虽

然他知道仇敌强大，但他相信他的神一定会帮助他胜过一切在人看来无法胜过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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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可以成为现实。”- 沃尔特•迪士尼 

 

约翰一书 1 John 4:4 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

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让我们相信那呼召我们的神，祂是信实的，祂所应许的，祂必成就，我们只管相信祂。 

 

马太福音 Matthew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只要我们敢敢相信神，紧紧抓住祂的应许，在神凡事都能。 

 

若是上帝定意要做成一件工作，即使眼前看起来不順利，我们也不会灰心，因为上帝亲自掛

了保证。- 杨宁亚 

 

3. 敢敢顺服 Dare to obey 

 

约书亚记 Joshua 14:13-14  

13 于是约书亚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仑给他为业。14 所以希伯仑做了基尼洗族

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迦勒拥有一颗勇敢的心, 也有一颗相信的心，大胆地信靠神。他更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付

诸行动，遵行神的旨意。 

 

你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那段距离就叫做行动。 - 佚名 

 

我们如果敢于在上帝的旨意里作梦，上帝必要引导我们完成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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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神所赐给你的梦想是什么吗？请分享。Do you know what is the dream that 

God has given you? Please share. 
 

Q2. 当你确定你的梦想是从神而来，你是否愿意牺牲你的时间、精力，甚至放弃一切去追求

这个梦想？When you are certain that your dream is from God, are you willing to 

sacrifice your time, energy, and even give up everything to pursue this dream? 

 

D. 服事 Work（15 分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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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触爱特别捐款 

• 触爱社会服务正为大约22万9000名受益者提供不同的援助，希望大家能给予支持。 

• 在我们欢庆农历新年之际，也别忘了社会中有需要的人士！ 

• 为表达我们的支持，你可以浏览 tinyurl.com/fcbc23 来作出特别的捐款。 

• 你的支持将为有需要的人士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所以请你慷慨解囊。 

 

• 农历新年 2023 的最新消息 

• 请注意，农历新年的周末（1月 21 和 22 日）将不会进行线上或实体聚会。 

• 不过，我们会预先录制双语和福建聚会的视频，你可从 1 月 21 日，下个星期六上午

10.00 起在 Youtube 观看。 

• 线上和实体聚会将于 1月 28 和 29日恢复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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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