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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19 周（2020 年 5 月 3 日–2020 年 5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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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当你觉得压力很大或很沮丧时，你会做些什么？ 

轮流分享后，带领人带着大家一起背诵以下的经文： 

箴言 Proverbs 17:22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诗篇 Psalm 37:5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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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主圣灵 
Chu Seng Leng 

 

主圣灵! 我需要祢与我同行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kap 

goa tang kia* 

主圣灵! 我需要祢来带领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lai 

toa nia 

让我甭靠自己, 让我能顺服祢 
Ho' goa boe kho ka ki, ho' goa 

thang sun hok Li 

求主圣灵坚强我的心 
Kiu Chu Seng Leng kian kiong goa 

e sim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认识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jin bat Li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亲近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chhin kun Li 

让我知影祢的真理 
Ho' goa chai ia* Li e chin li 

让我明白祢的真理 
Ho' goa beng pek Li e chin li 

牵我的手, 我的主啊! 
Khan Goa E Chhiu, Goa E Chu Ah! 

 

牵我的手, 我的主啊! 
Khan goa e chhiu, goa e Chu ah! 

请祢别离开我 
Chhia* Li mai li khui goa 

一条路我还要走 
Chit tiau lo' goa koh ai kia* 

我需要祢来作伴 
Goa su iau Li lai choe phoa* 

 

牵我的手, 我的主啊! 
Khan goa e chhiu, goa e Chu ah! 

请祢别离开我 
Chhia* Li mai li khui goa 

有时我会惊 
U si goa e kia* 

有时不知如何走 

U si m chai an choa* kia* 

有时亲像听不到祢的声 

U si chhin chhiu* thia* boe tioh Li e sia* 
 

*牵我的手, 请祢与我作伴 
Khan goa e chhiu, chhia* Li kap goa choe 

phoa* 

给我的脚步又稳又定 

Ho' goa e kha po' iu un iu tia* 

走到祢的门前听到祢的声 

Kia* kau Li e mng cheng thia* tioh Li e sia* 

跟我讲, 进来我的儿 

Kah goa kong, jip lai goa e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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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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Perspective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4 月 26 日 

 

转眼间冠状病毒疫情临到新加坡已经三个月了，我们暂停教会现场主日崇拜已经两个多月了。

通常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发生，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视角去看，结论也大不相同。属神的视角

就是以正确的想法看待事情，这能够帮助我们欣赏事物真正的一面。 

 

如何能培养有属神的视角？ 

 

1. 在处境当中看见耶稣 See Jesus in spite of our situation 

 

希伯来书 Hebrews 12:1-2 (CCB) 

1 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放下一切重担，摆脱容易缠累我们的

罪，以坚忍的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2 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祂为了摆在

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圣经教导我们要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眼睛都要专注于

耶稣。如果我们一直专注在危机上，就看不见耶稣了。当视线被挡住时，我们要学习移动。 

 

路加福音 Luke 19:1-6 (CCB) 

1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从城里经过。2 有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家财丰厚。3 他想看看耶

稣，可是因为周围人多，他身材矮小，无法看见。4 他便跑到前面，爬上一棵桑树观看，因为

耶稣会从那里经过。5 耶稣走到那里，抬头招呼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

家。”6 撒该连忙爬下来，兴高采烈地带耶稣回家。 

 

撒该身材矮小，他被人群挡住了看不见耶稣，可是他做了两件事情： 

i. 跑在耶稣的前面 

ii. 爬上桑树 

这提醒了我们，如果在我们的处境当中看不见耶稣，那是因为我们的方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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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Hebrews 12:2 描述耶稣是： 

创始者 Pioneer —— 祂为我们开路。 

作者 Author —— 祂谱写我们的未来。 

成终者 Perfecter —— 祂立下标准。 

完成者 Finisher —— 祂在我们前面行。 

 

2. 在耶稣里面看待处境 See our situation in light of Jesus 

 

当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情况里面，我们必须考虑到耶稣是谁，祂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不要孤

立地看待我们的处境，而是要从上帝的眼光看待事情。我们要思想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

们的平安，祂与我们同在。祂的大能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以祂的大能来看待所有的处境。 

 

“有时候，上帝要我们用不同的视角——祂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处境。” —— 蕾妮·斯沃普 

 

在人看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不只带来痛苦，也带来羞辱；在耶稣看来，却不一样，因为耶稣知

道这后面有天父伟大的救赎计划。面对现在疫情的环境，居家办公，阻断措施，我们要以耶稣

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 

 

“主其实赐给我们无穷的机会，只是这些机会乔装打扮成不可能的情况。” —— 查克·施温道 

 

以赛亚书 Isaiah 55:8-9 (CCB) 

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并非你们的道路。9 正如天高过地，我的

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上帝的意念和道路都高过我们，祂会带领我们胜过生命的一切处境。 

 

诗篇 Psalm 23:4-5 (CCB) 

4 我纵使走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带给我安慰。5 在我敌

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又用膏油浇我的头，使我恩福满溢。 

尽管我们正在经历困境，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平安。 

 

“我们总认为上帝的同在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如果上帝的同在是来改变我们的视角呢？”  

—— 史蒂文·弗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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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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加福音 19 章关于税吏撒该的故事中，你学到了什么的功课？请分享一件你曾经凭着

信心倚靠上帝而带来转变的见证。What lesson did you learn in Luke 19's story about 

Zacchaeus the tax collector? 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of the transformation you had 

once you put your faith in God. 

Q2. 请分享当你处于困境当中，你是否一直在抱怨，试图找到自己的出路，还是不断祷告寻求

上帝，祈求祂指引你当行的路？Please share when you are in a dilemma, have you been 

complaining and trying to find your own way out, or constantly praying to God and 

asking Him to guide you in your way? 

 

Q3. “我们总认为上帝的同在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如果上帝的同在是来改变我们的视角

呢？”你对这句话有什么见解？“We always think that God’s presence is provided to fix 

our problems. But what if God’s presence is more about fixing your perspective?” 

What is your opinion on this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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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福建灵修专线 

 我们已经开始为讲福建话的会友，延长十分钟的灵修专线的时间。 

 每周六进行。 

 电话号码是 6424 9547。 

 他们拨电的时候会聆听关于简单的 4Ws 分享。 

 帮助那些无法参加我们的网上直播或观看线上讲道的朋友继续保持联系。 

 欢迎与讲福建话的亲朋戚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