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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17 周（2020 年 4 月 19 日–2020 年 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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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时刻，美梦成真 

目的：珍惜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 

内容：学校假期已近，你参加联合早报的幸运抽奖，结果幸运地获得马尔代夫四天三晚的五星

级旅行配套。可是这个配套只限两人，你可以把这个机会送给亲朋好友，或者你可以带一个人

同去。你会怎么做，是送人呢， 还是自己和家人朋友去？如果是后者，你会带谁去，为什么是

他/她？你对这趟旅程有什么期待和展望（比如期待关系的改善，亲子关系更亲密，等等）？

彼此分享，当每个人都分享完后，两个人一组的彼此为对方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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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上帝对咱真爱疼 
Siong-te tui lan chin thia* thang 

咱当怎样来报答 
Lan tioh chai* iu* lai po tap 

跟主己经几落冬 
Te Chu i keng kui loh tang 

信心行踏当配合 
Sin sim kia* tah tioh phoe hap 

大家同心相爱疼 
Tai ke tang sim sio thia* thang 

相爱疼,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sio thia* thang 

咱当相爱疼 
Lan tioh sio thia* thang 

主耶稣知我心 
Chu Ia-so' chai goa sim 

 

主耶稣知我心 
Chu Ia-so' chai goa sim 

安慰我给我性命 
An ui goa ho' goa si* mia 

赐我平安赐我喜乐 
Su goa peng an su goa hi lok 

走过风雨路祂会明白祂拢了解 
Kia* koe hong ho' lo' I oe beng pek I long 

liau kai 

抹去我的眼泪给我真实在 
Chhit khi goa e bak sai ho' goa chin sit chai 

 

*摇呀摇呀风雨吹不倒 
Io ah io ah hong ho' chhoe boe to 

牵我疼我永远的照顾 
Khan goa thia* goa eng oan e chiau ko' 

祂是我的信心是我帮助 
I si goa e sin sim si goa pang cho' 

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实好 
Kian kiong goa e sim leng Ia-so' chin sit ho 

赐我自由 
Su Goa Chu Iu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来到我的里面 
Lai kau goa e lai bin 

来到我的生活 
Lai kau goa e seng oah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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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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Good News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4 月 12 日 

 

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好消息就是福音。 

 

马可福音 Mark 16:15 (CCB) 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扬福音。 

希腊文 Euaggélion 就是好消息。传福音就是传耶稣的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 

 

1. 神与我们同在 God is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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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经文指明了耶稣被差遣是要拯救我们，赐我们永生，与我们同在，所以福音就是好消息。 

 

马太福音 Matthew 1:23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福音是从耶稣的诞生开始，耶稣降世为人表明了上帝的心意。这心意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以致我们的生命永远不会孤单。当我们的生命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人会陪伴着我们。

上帝非常清楚我们的需要，所以祂应许会与我们同在。 

 

申命记 Deuteronomy 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

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上帝使用了许多方式来彰显祂的同在。有时我们经历了上帝超然的医治，心里明白那是上帝同

在的彰显；或我们有时在悲伤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及时的话语鼓励了我们，那也是上帝彰显

祂与我们同在的另一个方式。 

 

约翰福音 John 1:1,14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

生子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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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降世为人，不只是来探望我们，拜访我们，而是要住在我们当中。耶稣以婴孩的方式降世

为人是因为祂要在我们中间成长，这说明了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正如耶稣被卖之前最后的晚餐，

如果任何人早就知道会被出卖，还会被处死，那么他/她就不会出席这晚餐。但耶稣却没有这

么做，是因为上帝应许了我们，祂不会离弃我们，祂必与我们同在。 

 

2. 神帮助我们 God is for us 

 

有些时候有人与我们同在，不见得是件好事，尤其这人是我们的敌人，那我们就有被伤害的机

会。所以重要的是，上帝不只与我们同在，祂帮助我们，祂是来拯救我们。 

 

约翰福音 John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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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因为神

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来与我们为敌、伤害我们，而是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 

 

罗马书 Romans 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上帝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罗马书 Romans 8:5-8 (CCB) 

5 随从罪恶本性的人顾念罪恶本性的事，但随从圣灵的人顾念圣灵的事。6 顾念罪恶本性的人

结局是死亡，但顾念圣灵的人却有生命和平安。7 因为顾念罪恶本性的人与上帝为敌，不服从

上帝的律法，也无力服从。8 所以受罪恶本性控制的人无法令上帝喜悦。 

上帝要帮助我们，不要我们与祂为敌，可是罪却使我们与上帝为敌。罪的定义就是我们选择拒

绝上帝的道路，走自己的路。 

 

罗马书 Romans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各行己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这个罪，我们都本该被消灭。 

 

约翰福音 John 3: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耶稣不是来定我们的罪，而是自己承受罪的刑罚，拯救我们。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因信耶稣而成为神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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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Romans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这节经文可分成两个部分： 

这里首先提到了罪的工价乃是死。这里的死亡不只是肉身的死亡，也包括了属灵的死亡，永远

与上帝隔离。 

接下来提到了在耶稣基督里的恩赐，就是永生。在英文版本的圣经里提到的是免费的礼物，就

是什么都没做，而得到的。同样的，我们不配从上帝得来的礼物，但上帝还是赐给了我们。因

为上帝要帮助我们，祂爱我们，祂要拯救我们，而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在当时十字架是处死犯人的工具，尤其是重刑犯，是一种羞耻。当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死在十

字架时，他们都觉得被挫败、被遗弃，心里充满着恐惧。但是复活节告诉我们，耶稣虽然死在

十字架上，但祂在第三天复活了。这改变了门徒的心态，他们知道就算面对死亡的时候，上帝

必与他们同在，上帝必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并不孤单，也没有被抛弃，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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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一个你经历了“上帝的同在”或“上帝的帮助”的见证。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of your experience of “God is with you” or “God is for you”. 

 

Q2. 过去我们都为着生活而忙碌，有可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也是聚少离多。请分享你要

如何能更多的亲近家人，服侍他们，让他们听到好消息？In the past, we were all busy with 

our lives, family members living under one roof may live separate lives.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get closer to your family members, serve them, and let them hear the 

Good News? 

 

Q3. 在这病毒肆虐的非常时期，大部分人都必须待在家中。请问你会如何继续跟未信主的亲戚

朋友传福音？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然后彼此祝福祷告。During this extraordinary 

COVID-19 period, most people must stay at home. How can you continu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pre-believing relatives and friends? Share in groups of 2s or 3s,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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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