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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20 周（2020 年 5 月 10 日–2020 年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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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轮流分享，星期天參加华语/福建线上庆典聚会的时候，你们是否已经： 

（1）先吃了午餐；  

（2）一面吃午餐，一面听牧师讲道； 

（3）先预备好午餐，庆典聚会结束后才吃； 

（4）庆典聚会结束后才预备午餐。 

 

若有任何的组员是一面吃午餐，一面听牧师讲道，请组长提醒该组员不要这样做，不要分心。

组长教导组员一定要专心投入线上的庆典聚会，全心全意地仰望上帝，尊荣祂，归荣耀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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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火 
Hoe Hoe Hoe 

 

火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圣所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信徒们在此等候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世界 
Chhiong moa che se kai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永远赞美主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避难所 
Pi Lan So'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是我们的力量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是我们在患难中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随时的帮助 
Sui si e pang cho'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歌颂祂 
Goa beh ko siong I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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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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 Words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5 月 3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12:33-37 (CCB)  

33“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看果子就能知道树的好坏。34 你们这些毒蛇的后代！你

们心里邪恶，又怎能讲出好话呢？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自然会说出来。35 善人心存良善，

就从他里面发出良善；恶人心存邪恶，就从他里面发出邪恶。36 我告诉你们，在审判之日，

人将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闲话负责，37 因为将来要凭你口中的话来判断你是否有罪。” 

 

这周信息的主题是言语，教导我们要特别小心从我们嘴里所说出来的话。  

 

马太福音 Matthew 12:36 (CCB) 我告诉你们，在审判之日，人将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闲话

负责， 

“闲话”在原文，希腊文 ἀργὸν (argon) 的意思为：毫无益处，有害的（具有不良的影响）。 

例如俗话说：“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我认为随口说的话和泻肚子一样恶劣。” —— 约翰·加尔文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4:12 (CCB) 不要因为年轻而叫人小看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和纯洁各方面做信徒的榜样。 

上帝的呼召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做信徒的好榜样，在言语方面也是要做好榜样。 

 

雅各书 James 3:7-12 (CCB) 

7 自然界中的各类走兽、飞禽、爬虫、水族都可以被驯服，也已经被人类驯服了，8 但无人能

驯服自己的舌头，因为舌头是个无法控制的邪恶之物，充满了致命的毒气。9 我们用舌头来赞

美主和天父，也用舌头来咒诅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10 赞美和咒诅竟然从同一张嘴里发

出来。我的弟兄姊妹，这是不应该的！11 同一个泉源能涌出甜苦两样水吗？12 我的弟兄姊

妹，无花果树能结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一个咸水泉必流不出甜水来。 

我们的嘴有时会说肮脏、污垢的话、谎言或骗话，甚至还会说带来伤害的言语；我们不应该用

同一张嘴来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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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活中该说出何种言语？ 

 

1. 真理的言语 Words of Truth 

 

出埃及记 Exodus 20:16 (CCB) 不可作伪证陷害人。 

圣经里面十戒中的第九戒，不可说谎言陷害人。 

 

箴言 Proverbs 6:16-19  

16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17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

人血的手，18 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19 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从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上帝十分憎恶谎言，容不下它。 

 

约翰福音 John 8:44 (CCB)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乐意顺着它的私欲行。魔鬼从起

初就是个杀人凶手，从不站在真理这一边，因为它心里根本没有真理。撒谎是它的本性，因为

它是撒谎者，又是撒谎者的始祖。 

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认撒旦魔鬼为父，取了它的本性。 

 

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要悔改时，是针对大而明显的罪行，却忽略了必须为我们所撒的谎来悔改。

我们会用许多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说谎，比如善意的谎言。久而久之撒谎便成为了一个习惯，

我们就再也不觉得撒谎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了这个大谎言。让我们思考一下，在我

们的言语里面是否用了许多的空话？是否说了许多不真实的话？或根本就不在乎所说的话是否

是真实的？ 

 

2. 生命的言语 Words of Life 

 

带有生命的言语是造就人而不是摧毀人的话语。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9 (CCB) 污言秽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要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

听的人得益处。 

当我们以为自己所说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带着任何的力量，就会开始粗心大意, 随便乱说，

那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箴言 Proverbs 18:21 (CCB) 口舌能够定生死，多嘴多言食恶果。 

人的舌头是非常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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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James 3:6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

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话语是有力量的，它会带来伤害。在太初时，上帝的话说出来，那事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所说

的话语必须带来生命，而不是死亡。 

 

箴言 Proverbs 12:18 (CCB) 出言不慎犹如利剑伤人，智者之言却能医治创伤。 

我们要说出带有生命的话语，不要含蓄的把它包装起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9 (CCB) 污言秽语一句都不可出口，要随时随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

听的人得益处。 

当我们说带有生命的话语时，不是将它裹着糖衣，纯粹只说好话而已；而是包含责备和纪律，

也要考虑到正确的时机和地点。很多时候当我们要说某些话时，只是因为我们想说，并没有考

虑到别人的感受。我们要牢记，我们所说的话要使听到的人得益处。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5 (CCB) 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

进，更像元首基督。 

当言语只有真理，不带生命，将会伤害到听者；若只说生命的话语而少了真理，这只是个很好

的安慰。听者要从言语中得到教训并学习到功课，所以言语必须带有生命和真理。 

 

“说话的时候，有心无语要比有语无心好。” 

 

雅各书 James 1:26 (CCB) 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就等于是自己欺骗自

己，他的所谓虔诚也毫无价值。  

要有诚意用心地说话，要先思考后才说，让言语带有真理，同时也带来生命。 

 

约翰福音 John 14:6 (CCB)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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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人们往往会因为要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撒谎。你认为基督徒也可以

说善意的谎言以达成目的吗？In this realistic society, people often lie to achieve their 

goals. Do you think Christians can tell white lie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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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因环境所逼，需要说一个善意的谎言。请分享你要如何避免屈服于压力，而选择说出带

有真理和生命的话语？You are forced by circumstances to tell a white lie. Please share 

how do you avoid succumbing to pressure and choose to speak words of truth and life? 

 

Q3.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三项测试”：是否真实、是否良善和是否有用处。我们的手机

每天都会收到许多的信息。请分享你读了信息之后会直接传发给别人，还是会用苏格拉底的

“三项测试”来决定是否要把信息转发出去。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Socrates' 

"Test of Three": whether it is true, whether it is good and whether it is useful. Our mobile 

phone receives a lot of messages daily. Please share after reading the message, will you 

forward it directly to others, or will you use Socrates' "Test of Three" to decide whether 

to forward th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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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2 亚洲大会的最新动向 

 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疫情目前的情况，我们已决定取消今年的 G12 亚洲大会。 

 基于此疫情涉及公共安全、社会责任和出行限制等诸多方面，G12 亚洲团队已决定这是最

佳的方案。若你需要更多资讯，请到此链接阅读主任牧师邝保亮的发表声明：

www.g12asiaconference.com。 

 我们感谢你的谅解，并为给你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若有任何疑问，请与你的团队牧师查

询或上网 conference@g12asia.com 联系我们。 

 

 爱新加坡 5 月 15 日祷告会 

 爱新加坡将于 5 月 15 日，中午 12.00 至 1.00 举行一小时的祷告会。 

 此祷告会将在爱新加坡的面簿和 YouTube 频道上进行现场直播。 

 爱新加坡也鼓励当天的所有参与者禁食午餐。 

 在这非常时期，祷告是我们能为我国提供的最必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