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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 第 25 周（2020 年 6 月 14 日–2020 年 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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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恐惧 

内容： 

轮流分享自己的生命中「为了做一件公义的事而被攻击、排挤、伤害或非议」的经验。如果没

有类似的经验，便分享「如果不是因为恐惧别人的眼光，我可能在哪一件事情的做法或回应会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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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I si Ia-so'  I si Ia-so'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我要来赞美祂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等候在祢的面前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天军向祢跪拜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主我双手举起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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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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门美事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6 月 6 日                

 

使徒行传 Acts 3:1-10 

1 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2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

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3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

他们周济。4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5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

什么。6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

来行走！”7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8 就跳起来站着，

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9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10 认得他是那素

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被上帝使用成就美门美事的两个重要关键： 

 

1. 耶稣的眼光 – 耶稣有怜悯 See through Jesus – Jesus has Compassion 

 

使徒行传 Acts 3:4-5 

4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5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 

我们需要用耶稣的眼光看，因为耶稣有怜悯。彼得和约翰以耶稣的眼光看到瘸子人生的希望！  

 

这个瘸子已经瘸了 40 多年了（使徒行传 Acts 4:22）。他不只是身体有残缺，更是穷到无法三

餐温饱，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行乞。 他的生命里有三个“没有”：  

 

a. 没有能力 No Power 

瘸子明明有腿，却没有能力行走。我们许多人就像这个瘸子的经历一样，我们不是不可以走，

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有一种相同的“无力感”。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同样的“明明是知道，

但是却做不到”！ 

 

b. 没有方向 No Direction 

使徒行传 Acts 3:2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

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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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瘸子因为没办法自己行走，需要天天被人抬来抬去。他的生命是没有自己的方向的，不能

自己掌握。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听别人说，跟着别人走，没有自己的方向，没有自己的主意，不知道该往

哪里走！甚至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跟对了方向，还是跟错了方向！ 

 

c. 没有盼望 No Hope 

使徒行传 Acts 3:2-3  

2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

殿的人周济。3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 

这个瘸子已经到了圣殿的门口，但是因为他的身体缺陷，无法进入圣殿里（按照旧约的律法，

残疾的人因为不完美，不能进入神殿。）！因此他虽然每天到美门，却只能在圣殿门口止步，

不得其门而入。他因为“瘸腿”，与圣殿仅是一门之隔，与上帝的赐福擦肩而过。 

 

使徒行传 Acts 3:4-5  

4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5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

和约翰靠近这个瘸子，然后对他说：“你看我们？” 

彼得和约翰却停下脚步，他们用耶稣满有怜悯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瘸子！ 

 

2. 信心的宣告 – 耶稣有权柄 Declare in Faith – Jesus has Authority 

 

使徒行传 Acts 3:6-8 

6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

走！”7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8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

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彼得知道若给钱让这个瘸子周济，只能解决他眼前的问题。但是当钱花光之后，这个瘸子仍然

是一个瘸子。他仍然活在没有能力，没有方向，没有盼望的生命。他只能再回到圣殿门外，乞

讨为生。彼得知道这瘸子真正需要的是得医治，这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 

 

彼得和约翰知道他们本身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瘸子的人生，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所信靠的

耶稣能！ 

 

马太福音 Matthew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于是他们凭着信心做这个宣告：“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

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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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被耶稣呼召时，就像这个瘸子一样，认为我们不够好。我们给自己贴标签，说

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行，我们不会，我们太老等等的借口。 

 

我们需要有信心, 但是我们信心的大小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知道我

们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们信靠的是谁，是谁可以医治我们——就是耶稣！ 

 

使徒行传 Acts 3:9-10  

9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10 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

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这瘸子痊愈后，过的不再是被人抬来抬去，垂头丧气的人生；而是能够站着，能够走动，能够

跳起来的人生，能成为传福音的生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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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如何地看待自己？你若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会有什么不同？How do you see 

yourself? If you use the eyes of Jesus to look upon yourself, what will be the difference? 

 

Q2. 请分享你现在的生命中有哪些需要是你必须用信心来宣告耶稣的权柄在其中的？Please 

share what are the needs in your life now that you must declare Jesus' authority in them 

by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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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