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9 周（2020 年 2 月 23 日–2020 年 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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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主
内容：
1. 组员围圈坐下，轮流数 1 至 100。
2. 当数到有“7”的数字，便以“哈利路亚”取代。例如：17 及 71。
3. 当数到 7 的倍数时，便以“赞美主”来取代。例如：21、49。
4. 当数到有 7 的数字，同时又是 7 的倍数，便站起身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例如：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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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亲近主

作主的门徒

Chu Si Ai

Chhin Kun Chu

Cho Chu E Mng To'

主是爱, 主是爱

亲近主, 亲近主

牵我的手, 主耶稣

Chu si ai, Chu si ai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主爱永远不更改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求祢保守甲看顾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主是爱, 主是爱

亲近主, 亲近主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Chu si ai, Chu si ai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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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爱永远不离开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忠心跟随祢道路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清心的人可看见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牵我的手, 主耶稣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坚定我软弱信心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顺服的人可听见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Li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阮欲作祢的门徒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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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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 Faithfulness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2 月 16 日

经文：马太福音 Matthew 25:14-30

14“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15 按着各人的才
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16 那领五千
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17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18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
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19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20 那领五千
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21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2 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23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
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4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
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
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26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27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
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28 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29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30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
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天上不用钱，但主耶稣用世界所用的钱来作比喻。用地上的概念来教导属灵的功课以外，还要
在地上忠心地把上帝所交待的责任作好！
忠心是意味着拥有值得信赖、可靠和信守诺言的特质，这包括：
1. 地上的责任 Earthly Responsibility
马太福音 Matthew 25:27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
收回。
这里所提到的利息是属世的概念，我们的忠心不只是关于属灵的事情，也包括我们在地上所要
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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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5:8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
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在地上我们不只是传福音，带人信主，还要作一个尽责的家人和职场上的好员工。
申命记 Deuteronomy 23:12-13
12 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13 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
用以铲土，转身掩盖。
我们也有保持卫生与清洁的责任。圣经教导我们不只是属灵的功课, 还有教导我们如何应付生
活中的事务。
马太福音 Matthew 5:14-16
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
你们在天上的父。
当我们回到天家后，就不用再分享见证了，这是我们在地上所能做的事。
这个时候，我们不宣染恐慌，传假消息；我们是尽责地行出好的行为，勤洗手，保持卫生等等，
把光带进黑暗。
2. 属天的奖赏 Divine Reward
马太福音 Matthew 25:23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当我们所做的使上帝快乐，我们能得到更多的责任。当我们把事情管理好时，就是一个好见证，
使上帝得荣耀。
马太福音 Matthew 6:19-21
19“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20 只要积攒
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21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属世的东西会过期，追求属世的事物也永远不会满足，一直会有更多的期望，所以我们常常会
说”如果”。
回头看主耶稣以人的身份卑微活在地上，不在天上过舒适的生活，因为祂有地上的责任；为我
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为属天的奖赏而来的。
约翰福音 John 8:29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
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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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也分享在这非常时期，却有一群黄衣天使（基督徒）在武汉的街道上派面罩、传福音。他
们封密穿着，不会把病毒传送，也不害怕让众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必有属天的奖赏在等待着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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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在这人生的阶段拥有什么地上的责任。你要怎么完成这责任？Please share what
is your earthly responsibility in this juncture of your life. How do you fulfill this
responsibility?
Q2. 当你知道上帝会对你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

事派你管理”，你会怎么改变现在所做的事呢？When you know that God will tell you: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You have been faithful with a few things;
I will put you in charge of many things.”, what changes would you make in the
ways things are don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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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