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2 周（1 月 6 日–1 月 12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
地羊麦走金豚来，数算主恩情满怀。2018 走入岁尾，新的一年拉开帷幕，让我们一起来数算
过去一年主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与祝福。大家围一圈，你一句，我一句按顺时针方向轮流来
说出向主感恩的话语。举例如下。
 感谢神赐给我们空气可以呼吸
 感谢神给我体贴懂事的好宝贝
 感谢神让我失业后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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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来赞美

祢恩典不离开

基督是我满足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海洋与河流 齐来赞美耶和华

耶稣我赞美祢
祢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
我呼求祢的时候
祢使我心中力量
再次刚强起来

祢是我奖赏
是我唯一所爱慕
这世上没有事物
能够带给我满足
在试炼中 我灵歌唱
永不回头 我得自由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万物要歌唱 齐来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我要唱
哈利路亚 我要跳
哈利路亚 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耶稣 耶稣 耶稣 耶稣
狂风暴雨巨浪中
祢的恩典不离开
祢是我盼望
我唯一的最爱

我要专心专心来爱祂
将我的心的心献给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祢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祢
一切在于祢
基督我全所有
救恩喜乐在于祢
这盼望永不止息
天堂是我家
暴风雨中 我灵歌唱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祂
我要欢呼欢呼赞美祂
将我每一天 化做喜乐的诗歌

与祢同行 荣耀归给上帝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十架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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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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蒙福
讲道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讲员：陈国贤牧师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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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荣耀与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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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吗？”19 就对那人说：
“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在现今的社会里，我们很缺乏一种感恩的心态和价值观，我们充满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不
顾虑他人的感受，更没有感恩的心！我们把所获得的，赚取的，当作是理所当然，或是人家
欠我们的，尤其是父母亲的关爱与供应。又或是我们觉得我们是靠自己努力获得的，是实至
名归的，因此没必要向别人感谢。基督徒其中一项很严重的罪是不感恩，常常怨天尤人，不
信靠神。在面对困难时，很轻易的对神发出怨言，或是在享受神赐的祝福时，忘了祂的存在，
祂的恩典。
罗马书 1: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
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之一，忘恩是最邪恶的罪之一。” – 葛培理博士
“感恩的神学论其实很简单。感恩即荣耀神。在我看来，基督徒的最大属灵危机并不是厌恶
神，而是将神的作为视为理所当然的。”- 曾金发牧师
在路加福音 17 章讲述一个身患麻风病的撒马利亚人，因受了极大的恩典，懂得感恩而蒙福！
路加福音 17:12 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
当耶稣和门徒进入一个村子，迎接他们的团队包括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向他们迎面而来，远
远的站着。麻风是一种严重的皮肤传染病，可引起皮肤、神经、四肢和眼睛的进行性和永久
性损害，甚至可能肢端溃烂及残废。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需要与人隔离，去和其他同病相
怜的人同住。对犹太人来说，患麻风病豫表是悖逆的人，豫表人污秽的罪，因为他们是罪人，
就不能进入到圣所敬拜神。对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他们的日子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们可能
一辈子，都要过着孤立无助的生活。因为麻风病的缘故，他们就远远地站着，然后高声向耶
稣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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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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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看见这些长大麻风的人，祂看见他们的病痛、被唾弃、被孤立，就怜悯他们。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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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带着感恩的心回来，他因此蒙恩，得着更多的恩典和祝福。
感恩的撒马利亚人得着的祝福是：
1．他得以亲近神
路加福音 17 章 15-16 节讲到这个回来感恩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而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外邦人，
是二等公民，是被犹太人歧视的。他是被看轻，遭拒绝的，是不能亲近耶稣的。当他被医治
的时候，第一件想做的事，不是到祭司那里去验证，而是来到耶稣面前，大声的归荣耀给神，
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祂。

“认为自己不配的人才会感谢。配与不配才是感恩的关键。”- 杨宁亚牧师
耶稣怎样对待这个撒玛利亚人？
i. 耶稣没有因为他是撒马利亚人而拒绝他
ii. 耶穌没有先检查这撒马利亚人有没有祭司的证明
iii. 耶稣毫无条件地接纳他
这对撒马利亚人来说是一个福分！
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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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马利亚人以他的赞美，感恩的心，得以亲近耶稣，被耶稣接纳。
2．他讨神的喜悦
路加福音 17 章 16 节讲到这个撒马利亚人讨神的喜悦，因为他做了令神欢喜的事，他感恩，
他回来荣耀神！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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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来感谢神的有九个人而且都是犹太人，他们本是神的选民，被拣选蒙召的，而十个得
医治的人中，只有那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的医治。
为什么他们不感恩呢？他们忘恩的原因：
i. 对恩典半信半疑 – 那九个人可能有各种怀疑，怀疑他们怎么会被治愈，为什么忽然会
得医治，这医治是否是永久性，是否会持续，他们可能想还是再等等，查查看。或者他
们怀疑是否是耶稣医治他们的，因为耶稣根本连碰都没碰他们，或是为他们祷告，或者
宣告说被医治吧，可能认为他们的医治跟耶稣扯不上什么关系！最后落到忘恩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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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把恩典视为当然的 – 这九个犹太人可能觉得他们是被上帝拣选的族群，是配得被医治，
上帝医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因此不需要谢恩！
iii. 在恩典中抱怨 – 这九个人可能在他们被医治后，就开始有新的顾虑，可能以前住在病
人营里有人供应吃喝，现在病好了，谁来供他们吃喝呢？耶稣医治了他们，却没有给他
们工作。
iv. 看恩典过于恩主 –九个得医治的犹太人专注他们得医治的身体，洁白无瑕的皮肤，全新
的生活，而忽略了赐恩惠的耶稣。
这个撒玛利亚人是那懂得感恩的百分之十，他的感恩，讨神喜悦，被耶稣称赞。
3．他成为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 17:19 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这撒马利亚人不只得到身体的医治，他感恩的行动和心态，更让他得到心灵的医治，罪得赦
免，成为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本以为神的礼物是放在柜子上并往上叠，越叠越高，当我身量越高越容易拿到，现在我
才明白神的礼物是层层往下摆，越摆越低，越谦卑俯伏才得的越多。” - 弗雷德里克.迈尔
但愿我们都有这等感恩与谦卑，不以恩典为应得，配得，而是像这个撒马利亚人带着感恩的
心，敬拜赞美耶稣，因此罪被赦免，成了神的儿子，不再是被拒绝的外邦人！
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对神最大的感恩，就是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细心数算我们每
一天蒙恩的祝福，我们一定有很多，很多可以感恩，感谢神的人与事。
偶而有些时侯，生命中可能有一些挫折，一些风浪，一些不如意，重要的是不要失望，不要
放弃,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继续信靠神。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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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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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16
要常常喜乐，17 不住地祷告，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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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相信神、相信到足以在凡事上谢恩，连我们觉得对着一无是处的小虫子和糟糕的状况
都能谢恩，祂将会以令人惊喜的方式来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着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平安和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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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难中感恩，患难即将结束，在亨通种感恩，亨通得以延续” – 司布真
我们若能“凡事”，“烦事”都感恩，才能恩上加恩。在顺境，逆境都常存感恩，必能与神同
行。“知恩，感恩，恩常在；知福，惜福，福相随。”
千万不要落到一种窘境：“不知恩，不感恩，恩不再；不知福，不惜福，福远离。”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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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稣在跟周围的人包括祂的门徒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是像那九个忘恩的犹太人，
还是那个感恩的撒玛利亚人？当我们感恩时，我们就能蒙福！

“神今天赐我们 86400 秒当礼物，你是否用了其中一秒来对他说‘谢谢’” - 威廉.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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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认为家人为你做事是理所当然的，无需言谢？你认为你是一个感恩还是忘恩的
人？请分享。
Q2.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凡事谢恩,……你是否能做到在凡事上都谢恩呢，甚至面对生命的
风浪都能谢恩？请坦白分享。
Q3. 当你在数算神在 2018 年给你的恩典和祝福时，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有得着神的祝福？为什
么？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分享，然后彼此祷告。
背诵经文：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16
要常常喜乐，17 不住地祷告，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D. 服事 Work（15 分钟）：服事时间是聚焦异象及服事，祷告的时候 ：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1. “生命栽培”课程
课程是为帮助新信徒建立稳固的基督徒生命根基, 同时预备他们亲自与主耶稣有一次改变生
命的经历。课程将在以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进行。欲知详情，请参阅教会网站的装备页面
或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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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日期

时间/地点

LC1 - 2 月 24 日; LC2 - 3 月 10 日;
LC4 - 4 月 14 日; LC5 - 4 月 28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触爱中心(地下室)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3 月 16, 17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YWCA Fort Canning Lodge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3 月 23, 24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教会办公室@ Chai Chee

2. 农历新年团圆饭
农历新年快到了，华文事工为着无法返乡过年的海外华人，特别举办了农历新年团圆饭。我
们想借此营造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让远离家乡的海外华人过个温馨的农历新年。日期
是 1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上 7 点，在东皇大酒楼（Roland Restaurant）进行。每人费用获
津贴后是 20 元。请于 1 月 13 日之前拨电 6424 9514（星期二至五，早上 9.00 至傍晚 6.00）
或电邮至 geokpheng.tan@fcbc.org.sg 联络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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