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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04 周（2023 年 1 月 22 日 – 2023 年 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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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篇： 

请组长带领组员们分享： 

1. 过年有许多传统习俗，例如：守岁，穿新衣服，大年初一不可扫地等等。请分享你家

族有趣的新年习俗。 

2. 过年时要说吉祥话，你常用什么吉祥话祝福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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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救恩赐给你 
Kiu un su ho' li 

祂是全能的救主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咱当信靠祂 
Lan tioh sin kho I 

你若心里有忧愁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应当向主求 
Eng tong hiong Chu kiu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平安赐给你 

Peng an su ho' li 

 

若是有祢在我生命中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我就永远不惊惶 
Goa chiu eng oan boe kia* hia* 

风雨那呢大旷野这呢阔 
Hong ho' hiah nih toa khong ia chiah nih 

khoah 

有祢同在无摇动 
U Li  ong chai bo io chhoah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我就永远不孤单 
Goa chiu eng oan boe ko' toa* 

有祢相作伴与祢逗阵行 
U Li sa* choe phoa* kap Li tau tin kia* 

充满温暖不畏寒 
Chhiong moa un loan boe ui koa*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祢心肝 

Kam goan ui goa siu chin thoa boa chiong 
goa tng choe Li sim koa*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与主连相倚 
Un cheng chiah toa cha* iu* kam sia it seng 

kap Chu liam sio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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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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                        讲员：陈茂顺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1 月 14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8-20  

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

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些话是耶稣要离开门徒、升天回去天父之前说的，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很重要的大命令，传福音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

大使命。 

 

马可福音 Mark 16:15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耶稣说“你们”要去，不是说一部份的人还是几个人去领受大使命而已，耶稣是说每一个属

神的儿女，都一起来领受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今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大使命，把福音

传给未信者，完成大使命。 

 

我们如何完成大使命？ 

1. 有勇气去传福音 Have the courage to preach the gospel 

使徒行传 Acts 4:13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彼得与约翰是渔夫没有学问，这个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勇气。那一天彼得和约翰上圣殿

去，医好一个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一个名叫美门的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生就来是瘸腿

的人。 

 

使徒行传 Acts 4:17-18  

17 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18 于

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他们见彼得、约

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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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恐吓他们, 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

人。 

 

使徒行传 Acts 4:19-20  

19 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20 我

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2. 凭信心去传福音 Have the faith to preach the gospel  

 

马可福音 Mark 9:23 耶穌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有一位父亲，他的儿子从小的时候被哑吧鬼附着。他自己不能把鬼赶出去，于是就带儿子去

找耶稣。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

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那鬼就出来了。 

 

路加福音 Luke 1:37 因為出於神的話，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只要我们有信心。 

 

使徒行传 Acts 16:31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 

信可以救人，不只是能得到永生，连医病赶鬼、神跡奇事都会随之而来。我们要有信心为他

人祷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3. 要愿意去传福音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preach the gospel 

 

马太福音 Matthew 9:36-38  

36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37 於是对

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 作工的人少。38 所以，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

稼 。 

耶稣将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门徒，为了要使每个人都能够听到这好消息，传福音是每一个

信徒的责任。我们需要看见耶稣所看见的，要收割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需要预

备好自己，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被主打发出去传福音，完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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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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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你是否有鼓起勇气去传福音，因而带人信主的见证？请分享。Do you have a 

testimony in which you exercise your courage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hence bring 

people to the Lord? Please share. 
 

Q2. 若你因传福音而遭受拒绝，你将如何应对？你是否会继续去传福音？请分享。How 

would you respond if you were rejected for preaching the gospel? Will you continue 

to evangelise? Please share. 

 

Q3. 耶稣吩咐我们要回应这个大使命，有什么事拦阻你去完成它呢？请分享。Jesus 

commanded us to respond to this Great Commission, what is stopping you from 

fulfilling it?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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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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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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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