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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06 周（2023 年 2 月 5 日 – 202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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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流分享： 

本次破冰的目的是启发组员新的一年求神给你明确的目标,为主赢得更多宝贵的灵魂。 

组长带领大家分享今年个人要为主做一件什么新事, 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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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新年 
Ho sin ni   

 
贺新年祝新年新年来主恩添 

Ho sin ni chiok sin ni sin ni lai Chu un 
thi* 

愿大家都快乐过新年 
Goan tai ke long khoai lok koe sin ni 

贺新年祝新年新年来主恩添 
Ho sin ni chiok sin ni sin ni lai Chu un 

thi* 
同欢欣同颂扬主恩典 

Tang hoa* hi tang siong iong Chu un 
tian 

*多少往事主都亲手带领 
Loa choe ong su Chu long chhin chhiu 

toa nia 

期望从今事奉更殷勤 
Hi bang tiong kim su hong keng un 

khun 

贺新年祝新年新年来主恩添 
Ho sin ni chiok sin ni sin ni lai Chu un 

thi* 

愿大家信靠主蒙恩典 
Goan tai ke sin kho Chu bong un tian 

*背起十架跟随耶稣基督 
Poe khi sip ke kun te Ia-so' Ki-tok 

全心向前传主福音 
Choan sim hiong cheng thoan Chu hok 

im 

贺新年祝新年新年来主恩添 
Ho sin ni chiok sin ni sin ni lai Chu un 

thi* 
愿大家信靠主蒙恩典 

Goan tai ke sin kho Chu bong un tian 

 

呤诗赞美主 
Gim Si O Lo Chu 

 

天父上帝请祢来听 
Thi* Pe Siong-te chhia* Li lai thia* 

阮抹呤诗来赞美祢的名 
Goan beh gim si lai o lo Li e mia 

祢的教训阮抹行 
Li e ka si goan beh kia* 

祢的话语阮抹听 
Li e oe gu goan beh thia* 

主啊祢的疼爱阮嘛知影 
Chu ah Li e thia* thang goan ma chai ia* 

阮的脚步求主啊来带领 
Goan e kha po' kiu Chu ah lai toa nia 

这条道路虽然歹行 
Chit tiau to lo' sui jian phai kia* 

但有主同在阮嘛唔惊 
Tan u Chu tang chai goan ma m kia*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献给祢 
Goan goan it seng hian ho' Li 

用阮的歌声称颂赞美祢 
Eng goan e koa sia* chheng siong o lo Li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见证祢 
Goan goan it seng kian cheng Li 

愿一切荣耀拢归给祢 
Goan it chhe eng iau long kui ho' L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使地上发芽结实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显出爱疼的根据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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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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人生                        讲员：颜中民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1 月 28 日   

 

约翰一书 1 John 2:15-17 (CCB) 

15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就不会再有爱父的心了。16 凡属世界的，如

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17 这世界

和其中一切的私欲都要过去，但遵守上帝旨意的人永远长存。  

 

若我们要有蒙福的人生，就一定要追求赐我们福气的神；若我们要追求神，一定要愿意为神

做出改变。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要改变自己，过一个讨神喜悦，蒙神悦纳的人生。 

 

我们要拥有蒙福的人生，就必须要改变： 

 

1. 我们的所爱 - 全心爱神的同在  Our Affections – Love God's Presence Fully 

约翰一书 1 John 2:15 (CCB)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就不会再有爱父

的心了。 

当我们心里所喜爱和关心的只是世界的事，就再没有空间留给天父，就不会再有爱父的心了。 

 

马太福音 Matthew 6:24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

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我们必须问自己 — 我们对世界的爱是否填满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再也没有空间爱神了？ 

 

只有当神充满了我们整个心房，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祝福，我们才能拥有蒙福的人生。 

 

基督徒列出了自己认为什么是生命中最大的属灵挑战： 

1. 物质主义，2. 骄傲，3. 自我中心，4. 懒惰，5. 愤怒/苦毒/色欲，6.嫉妒，7.暴食，8.说谎 

 

诗篇 Psalm 51:10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我们要认真地改变我们心里的所爱，重新回到对神的同在那种深深的爱，让神填满我们的心！ 

 

2. 我们的态度 - 全心爱神的旨意  Our Attitudes – Love God's Purposes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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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1 John 2:16 (CCB) 凡属世界的，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

是从父那里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 

骄傲是我们必须要认真改变的态度。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骄傲的态度：相信能凭自己的能力来获得成功和生活上的享受。 

 

我们时常把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小角落。虽然我们没有否认神，但实际上，我们所信靠的

仍然是世俗的成就。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相信，真正的祝福是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绝对的委身。 

 

箴言 Proverbs 16:18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不把我们的心交给神，不爱祂的同在和旨意，世俗的事物如快乐和成

功就会开始占据我们的心，并控制我们的心，使我们渐渐骄傲起来。 

 

我们必须确定我们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挂名 – 名义上而已）。现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

之间的界限已变得如此模糊，以致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 

 

马太福音 Matthew 6:33 (CCB)“你们要先寻求上帝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都会赐给你们。 

我们不能一脚踏两船，我们不能追求世界又同时追求神的旨意！ 

 

3. 我们的行为 - 全心爱神的子民  Our Actions – Love God's People Fully 

约翰一书 1 John 2:17 (CCB) 这世界和其中一切的私欲都要过去，但遵守上帝旨意的人永

远长存。 

[约翰一书]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 我们不能爱神而不爱人！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不好，

我们就无法真正爱神。 

 

约翰一书 1 John 4:12 (CCB)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

里面，祂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 

约翰一书 1 John 4:20 (CCB) 若有人说 “我爱上帝”，却恨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人就是说

谎话，因为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又怎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呢？ 

我们不能说我们全心爱神，爱祂的旨意，但我们却憎恨别人，或是活在与他人破裂的关系中。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修复生活中所有破裂的关系。 

 

爱是行动多过感受。隐藏我们在关系中遭受的伤害，并将它锁在我们内心的某处，将无法让

我们得着真自由。我们要靠着神的力量和帮助，去和解和治愈那些破裂的关系。爱神的子民，

无论有多么困难，能够帮助打开祝福别人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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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拼命追求的许多东西，如金钱、文凭、房子、车子等都是不能带到天堂的，它们 

“只为今生”，这些东西都不是永久的。当我们在神的永恒同在里时，我们就不再需要地上

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今生之后的未来。如果这个世界已占有我们的心，我们怎

么会渴慕我们在天上的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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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太忙于工作，家庭，个人嗜好等，而无法每日灵修，多亲近神？你要如何克服这

个问题？Are you too busy with work, family, personal hobbies, etc. and hence unable 

to do daily devotions and draw near to God? How do you overcome this problem? 
 

Q2. 请分享我们该如何克服骄傲的态度，学习做个谦卑的人？Please share how can we 

overcome the attitude of pride and learn to be humble? 

 

Q3. 你是否与他人还有破裂的关系？你要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修复它？Do you still have 

broken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What practical actions are you going to take to fix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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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摩西五经 

• 你听过“摩西五经”(英文:Pentateuch)这名词吗？你知道它指的是哪些经卷吗？ 

• “摩西五经” 指的是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 我们将举办线上 (Online Zoom) “摩西五经”的课程。此课程将以华语教导。 

• 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o 日期：2023 年 2月 25日, 3月 4, 11, 18日（星期六） 

o 时间：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o 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VaCDSVxPtpyTtTbf9 

o 报名截止日期：2023 年 2月 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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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浸信教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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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