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5 周（2020 年 1 月 26 日–2020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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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影响者
内容：带领者请所有组员安静一分钟，想想什么人曾经帮助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限一
人）。接着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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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上帝

主啊, 我要跟随祢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祢的话惦我心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Li e oe tiam goa sim

紧来信耶稣

我要尊崇祢

当我无盼望的时

Kin lai sin Ia-so'

Goa beh chun chong Li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信耶稣真正好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Sin Ia-so' chin chia* ho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灵魂得拯救

我要尊崇祢

祢的疼惦我心

Leng hun tit chin kiu

Goa beh chun chong Li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我要永永远远

*主啊, 我要跟随祢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称颂祢的名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heng siong Li e mia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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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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点

讲员：郑丽群牧师 Ps Patsy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 月 18 日
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有些人的心情可能会紧张，有些会感到惧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
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新的一年，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上帝，在一切的事上都会得胜有余。
申命记 Deuteronomy 31:8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上帝会眷顾我们，一刻也不会离开我们，祂从不会忘记我们。
全新的一年，全新的开始，这也表示我们将有全新的人生。我们要更新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
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并顺从上帝的带领，清楚的为自己的人生设定合上帝心意的目标。渴
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灵命有成长，服事有力量，生活有见证。
若我们的人生要有新的起点，我们要：
1. 效法耶稣 – 拥有基督的心意 Imitate Jesus – Having the Heart of Christ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3-5
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4 各人不要单
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家境和教育程度，我们还是可以从别人的
身上学习到宝贵的功课。
我们要顺服上帝，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做上帝吩咐我们做的事。就像耶稣，祂选择去做天父所
吩咐的事。祂愿意顺服天父，牺牲自己，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约翰福音 John 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去传福音。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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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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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将基督的福音，分享给未信主的朋友。我们祈求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让
我们以基督的爱去爱周围的人，尤其是不可爱的人。我们要先有爱，才能活出爱，才能分享爱。
2. 更新灵命 – 拥有全新的生命 Renew Spiritual Life – Having a Brand New Life
我们的灵命必须要更新，一旦灵命更新了，我们就有全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灵修，
借着敬拜、读经和祷告与上帝沟通，求圣灵带领我们每天当行的路。
歌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
灵命成长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小组里。在小组里，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的东西。我们为彼此祷告，
释放知识言语，使彼此得着医治，得着释放。上帝奇妙的作为和神迹奇事时常会在小组里发生。
3. 为主梦想 – 拥有极大的盼望 Dream for the Lord – Having Great Hope
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就是指现在期待未来想要成就的事。就像上帝赐梦给约瑟，使他美
梦成真，上帝也同样会给我们梦想，让我们的梦想成真。
我们要为主拥有巨大的梦想，我们盼望今年做一件新的事，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可
能会觉得这件新的事，我们做不到。但是若我们靠着上帝的能力，必定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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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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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你的言行举止哪一方面像耶稣？请分享哪一方面是你认为最难效法耶稣的，你要如
何克服它？In what way do you think your behaviour is like Jesus? Please share which
aspec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difficult to imitate Him. How would you overcome it?
Q2. 你通常是在什么时间和地方灵修？请分享在昨天的灵修当中，你在读经文时所学习的功课。
When and where do you usually do your devotion? Please share the lessons you learned
while reading the scriptures during your devotion yesterday.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在 2020 年你盼望为主做的一件新事。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Divide into groups of 2s and 3s, share a new thing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to do for
the Lord in 2020.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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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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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