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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18 周（2020 年 4 月 26 日–2020 年 5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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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文彼此祝福 

内容：  

1. 分两人一组。 

2. 主持人准备一些圣经卡（应许的经文如诗篇 23:1），让每人抽一张。 

3. 用抽到的圣经卡为对方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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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Chhio Bi Bi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给我生命有意义 
Ho' goa se* mia u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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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主耶稣我赞美祢 
Chu Ia-so' goa o lo Li 

哈利路亚! 
Ha-li-lu-ia!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爱祢, 耶稣我爱祢 
Ai Li, Ia-so' goa ai Li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O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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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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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 Holy Communion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4 月 19 日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23-26 (CCB)  23 我把从主领受的传给了你们，就是：主耶稣

被出卖的那天晚上，祂拿起一个饼来，24 向上帝祝谢后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

们掰开的，你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25 晚餐后，祂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

用我的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26 所以，每当你们吃

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是宣告主的死，一直到主再来。 

这是保罗给哥林多信徒的第一封书信，提醒他们圣餐的意义。 

 

圣餐的历史 The History： 

最后的晚餐，连接到旧约里的逾越节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23-26 (CCB) 我把从主领受的传给了你们，就是：主耶稣被出

卖的那天晚上，祂拿起一个饼来， 

这经文告诉我们这晚餐是在哪个时候吃的，也称为是最后的晚餐，这是圣餐的开始。 

 

马可福音 Mark 14:13-16 (CCB) 

13 耶稣就派了两个门徒，并嘱咐他们：“你们进城会看到一个人带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

就跟着他。14 他进哪一家，你们也跟着进去，对那家的主人说，‘我们的老师问你，祂的客

房在哪里，祂要和门徒在里面吃逾越节的晚餐。’15 主人会带你们到楼上一间布置整齐的大

房间，你们就在那里准备吧。”16 两个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果然和耶稣所说的一样。

他们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 

 

出埃及 Exodus 12:21-23 (CCB) 

21 于是，摩西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对他们说：“你们家家户户都要挑选羊羔，把这逾越节

的羊羔宰了。22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天亮前，你们不可踏出

门外。23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各地，击杀埃及人，祂看见你们的门框和门楣上有血，就必越过

你们的家门，不让灭命者进你们家杀人。 

逾越节让我们纪念主如何保守色列人，使灾祸不降在他们身上。 

 

出埃及记 Exodus 12:14 你们要记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逾越节也纪念上帝如何释放犹太人及带领他们出埃及。 



 

3 

 

圣餐的材料 The Elements：饼和杯 

圣经没提到应该用什么样的面包或饼，但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它代表耶稣的身体。杯里面是酒，

因为当时的环境，酒比水更干浄，它代表耶稣为我们立新约的血。我们不需要去探索细节，只

需要留意并明白它们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圣餐的行动 The Actions：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24-26 (CCB) 

24 向上帝祝谢后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掰开的，你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

我。”25 晚餐后，祂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我。”26 所以，每当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就是宣告主的死，

一直到主再来。 

 

这里提到 4 个重要的行动词：吃；喝；纪念；宣告。 

 

守圣餐不要太被动，我们的思想和心态应该在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守圣餐时，牧师

会给我们思想的时间。我们不需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们公开的彼此一起在教会或在网上参与。

饼和杯不是真的耶稣的身体和血，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圣餐的严肃性 The Solemnity：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27-30 (RCU17SS) 

27 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28 人应该

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29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吃喝就是定自

己的罪了。30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长眠了的也不少。 

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若他们不认真严肃的对待圣餐，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20 (RCU17SS) 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在吃主的晚餐， 

保罗指出哥林多信徒的不合一，没有彼此等候一起守圣餐，而是做各自的事。有些甚至醉酒，

有些吃饼吃到饱以至于不会饿。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33-34 

33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34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

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22 (CCB) 难道你们不可以在家里吃喝吗？还是你们轻看上帝

的教会，存心羞辱那些贫穷的弟兄姊妹呢？我该说什么呢？称赞你们吗？不可能！ 

保罗责备哥林多信徒做得不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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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1. 耶稣的陪伴 Jesus Stayed 

 

在最后的晚餐那晚，其实耶稣可以逃，但衪却选择陪伴祂的门徒。耶稣的最后一餐，因为是逾

越节，所以有羊羔和其它的东西吃，但祂真正吞下的是被出卖和失望。耶稣还跟那些让祂失望、

出卖祂的人一起吃这最后的一餐。 

 

约翰福音 John 13: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

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耶稣选择爱祂所有的门徒到底。 

 

2. 耶稣的服侍 Jesus Served 

 

约翰福音 John 13:2-5 (CCB)  

2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念头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里。3 耶稣知道

父将一切交给了祂，也知道自己从上帝那里来、要回到上帝那里，4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外衣，

把毛巾束在腰间，5 然后倒了一盆水为门徒洗脚，用束在腰间的毛巾擦干。 

耶稣做了仆人卑微的工作，这提醒我们祂来不是要被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众人。耶稣如此做

是因为爱的缘故！ 

 

3. 耶稣的牺牲 Jesus Sacrificed 

 

耶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21 (CCB) 上帝使无罪的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借着基

督成为被上帝接纳的义人。 

耶稣也舍弃了自己的公义，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能称义，被上帝接纳。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5:7 (CCB)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为祭了。 

逾越节需要牺牲羔羊的生命，圣餐提醒了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代罪的羔羊。逾越节对基督徒是

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圣餐就是要我们记念耶稣是我们那至高无上

的羔羊。 

 

约翰福音 John 13:1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我们每个人都因耶稣的宝血而罪得赦免，耶稣如此做是因为祂对我们无与伦比伟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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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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被钉十字架虽然是有挣扎，可是祂还是顺服了。请分享你从中学习到了什么功课？

Although Jesus struggled to be crucified, he still obeyed. Please share what lesson you 

learned from it? 

 

Q2. 耶稣谦卑自己，为门徒洗脚，做奴仆所做的工作。请分享这对你的服事有什么启发？

Jesus humbled himself, washed his disciples' feet, and did the work of a slave. Please 

share how has this inspired your ministry? 

 

Q3. 你认为放弃自己的权利并为他人做出牺牲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吗？有什么挑战呢？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分享，然后彼此祝福祷告。Do you think it's easy to give up your rights and 

make sacrifices for others?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Share fran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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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