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7 周（2020 年 2 月 9 日–2020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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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彼此更深认识，互动，更有默契。
内容：
1. 先找一个人当牧羊人。
2. 其他的人在牧羊人背后排成一排。组员轮流用假声音向牧羊人说话，牧羊人猜说话人的名字，
一直到猜对为止，然后就换新的组员成为牧羊人。
3. 开场白：（假声音）咩咩咩，牧羊人我是你的小羊，你认识我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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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亲近主

作主的门徒

Chhio Bi Bi

Chhin Kun Chu

Cho Chu E Mng To'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亲近主, 亲近主

牵我的手, 主耶稣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求祢保守甲看顾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给我生命有意义

亲近主, 亲近主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Ho' goa se* mia u i i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忠心跟随祢道路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牵我的手, 主耶稣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主耶稣我赞美祢

坚定我软弱信心

求祢为阮来开路

Chu Ia-so' goa o lo Li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哈利路亚!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Ha-li-lu-ia!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唔惊路途多坎坷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Li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爱祢, 耶稣我爱祢

*主耶稣, 啊…主耶稣

Ai Li, Ia-so' goa ai Li

Chu Ia-so', ah… Chu Ia-so'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阮欲作祢的门徒

O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Chu Ia-so', ah… Chu Ia-so'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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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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特别 You are Special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2 月 1 日

经文：彼得前书 1 Peter 2:9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没有人是没有用的垃圾，每个人都值得被爱。 -– 托尼海尔
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真的变成什么样的人。 -–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无论我们做什么，还是我们不做什么，我们都无法改变上帝如何看待我们！但是，你知道吗？
在上帝的眼中：你很特别 You are Special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有上帝的基因(DNA)（创世记 Genesis 1:27），
而且当上帝创造人之后，祂说：“甚好”(Very Good) 竖起大拇指！（创世记 Genesis 1:31）。
你的价值，是来自你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你是唯一的一个，你也是上帝所珍爱的！ -- 刘群茂
你很特别，因为你是：
1. 被拣选的族类 A Chosen Generation
彼得前书 1 Peter 2:9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彼得前书 1 Peter 1:1-2 (CCB)
1 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蒙上帝拣选，寄居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迦、亚细亚、
庇推尼各地的人。2 你们蒙拣选是按照父上帝预先定好的旨意 …
这段经文是彼得写给当时受逼迫，遭分散在各处，四处奔波流浪的门徒。彼得对这些大部分是
外邦人的基督徒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肯定！尤其是对这群外邦人来
说，这是在抬高他们，因为在当时，只有犹太人是属于“被拣选的族群”！
换句话说：这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和我），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群！

2

以弗所书 Ephesians 1:4 (CCB) 早在创造世界以前，祂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
祂眼中成为圣洁无瑕的人。
在上帝还没创造世界之前，祂已想到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为我们的生命而策划一切，并在生
命册里记载我们的名字。我们不是被遗忘，被忽略或被拒绝的。上帝所拣选的人，没有一个是
不重要的！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我们可以做什么。上帝拣选我们是藉着祂
奇妙的恩典，没有特别理由，没有特别要求，单单是上帝的选择。
2. 有君尊的祭司 A Royal Priesthood
彼得前书 1 Peter 2:9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 - 双重身份：我们拥有皇族的身份(Royalty)，我们也是祭司(Priest)。
皇族的身份
约翰福音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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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女儿；国王的儿子和女儿就是尊贵的王子和公主，是天之骄子，金枝玉叶！
但我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
祭司的身份
罗马书 Romans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
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在以色列，皇室之职和祭司的系谱分的很清楚。但我们的王，我们的祭司，耶稣，为了祂的人
民，把两者系在一起。 -– 大卫。杜吉克
就如耶稣履行了君王和祭司的角色，上帝也托付我们祭司的职责，在上帝的殿中敬拜祂，并为
他人代祷。旧约时，祭司（利未人Levites）是享有特权的一族，可以进入神的同在（至圣所
Holy of Holies）事奉神。现今的我们，有身为上帝的儿女的特权，也有祭司的职分，可以不
受任何的约束，来到上帝的面前。
3. 属神的子民 God's Own Special People
彼得前书 1 Peter 2:9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
子民，...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是珍贵的，是重要的!
“子民”在出埃及记 Exodus 19:5 和玛拉基书 Malachi 3:17 的原文是“宝贵的产业”。
出埃及记 Exodus 19:5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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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玛拉基书 Malachi 3:17 (RCU)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是我宝
贵的产业。我必怜悯他们，如同人怜悯那服侍他的儿子。”
上帝说我们每一人对祂来说，是超级无比的真贵和重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是祂宝贵的产业！
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是无价之宝！我们对上帝来说是宝贵的，为了要拯救我们，祂付出了最大
的代价，连牺牲祂唯一的儿子也在所不惜，叫无罪的成为罪，代替我们受刑罚。因为我们对上
帝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珍贵！
提多书 Titus 2:14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
民，热心为善。
我们在幸福小组称新朋友为BEST，中文翻译为“倍思得”，意思就是上帝加倍的思念你，每
天都想得着你。
约翰福音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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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因为爱我们，让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承担我们的罪的惩罚，使我们
得着永生！我们被上帝拣选，拥有君尊祭司身份，是属神的子民。上帝给我们一个呼召，一个
命定，就是去传福音，宣扬祂的美德！为主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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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拣选了你，赐给你永生，为你的生命而策划了一切。请分享你要如何为主而活？God
has chosen you, given you eternal life, and planned everything for your life. Please share
how would you live for the Lord?
Q2. 你是君尊的祭司，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的面前亲近祂，并为他人代祷。你是否天天都有
亲近上帝，并为着你周边的人的救恩和其它的需要代祷？You are a Royal Priesthood who
can approach God boldly and draw near to Him, and pray for others. Are you drawing
close to God daily, and praying for the salvations and other needs of those around you?
Q3. 你是属于上帝的，要为上帝传福音和作见证。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彼此分享今年要跟谁传
福音，然后彼此祷告祝福。You are God's own special people, you are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testimonies with others. Divide into groups of 2s and 3s, share with each other who
do you want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is year, and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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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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福建祷告塔

所谓“多祷告，多有力量！”所以，鼓励大家出席，一起为个人、教会及国家的需求祷告。
2 月 24 日（一），晚上 8.00—10.00；
2 月 25 日（二），中午 12.00—晚上 8.00；
2 月 26 日（三），早上 10.00—中午 12.00，在触爱中心，陪谈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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