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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26 周（2020 年 6 月 21 日–2020 年 6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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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件自我介绍  

时间：10 分钟  

内容：组长说：“从一件衣服，可看到真我流露，你身上的物品也不例外。”  

1. 用几分钟在房中或自己身上找一样可以代表自己的物件。  

2. 各人分享所选的物件，解释理由。例如：“我选这手表，因为它代表我很有时间观念…。”  

3. 分享之后可互相代祷，感谢神赐我们这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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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Chu Si 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更改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离开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清心的人可看见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顺服的人可听见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主给我平安 
Chu ho' goa peng an 

我的耶稣真爱我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因为耶稣真爱我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亲近主, 亲近主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坚定我软弱信心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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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 Community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6 月 13 日                

 

对于国际或是社会上的一些冲突，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漠不关心，而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

如何从中学习与成长？任何冲突的发生，都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情绪的积压，没有良好的沟

通管道等。 

人们常常有这些正面的呼求：自由、爱、和平、希望和正义。这些呼求的声音不应该被忽略，

教会必需做出回应，因为这些呼求都是属上帝的本性。 

自由（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3:17）、爱（约翰一书 1 John 4:8）、和平（以赛亚书 

Isaiah 9:6）、希望（诗篇 Psalm 130:7）和正义（以赛亚书 Isaiah 61:8）。 

 

世界所呼求的需要，就在上帝的本性中可以找到，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更不可以漠视这些

问题。世界所需要的，教会应该兴起来把这些真理带给他们。如果教会没有回应，没有给予正

确的方向，世界就会往其它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6 (CCB) 

1 所以，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既然蒙了上帝的呼召，就要过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的生活。

2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 以和平彼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4 正如你们蒙召后有同一个盼望，你们同属一个身体，有同一位圣灵、5 同一位主、同一个信

仰、同一种洗礼、6 同一位上帝，就是万物之父。祂超越万物，贯穿万物，且在万物之中。 

 

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的两件事： 

 

1. 耶稣的不是没有差异，而是持守合一  

Not the Absence of Differences, But the Presence of Unity  

 

群体中肯定会有差异，就如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在教会中也有

很多差异，如不同年龄层、不同性格，所以有差异是正常的。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3 (CCB) 以和平彼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这节经文很清楚提到了合一，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群体肯定有差异，如果没有不同的地方，

就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冲突，那就不需要合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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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Ephesians 4:4-6  

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5一主，一信，一洗，6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重复的字眼就是一，表示在主里面，我们要合一，因为合一是多么的重要。 

 

约翰福音 John 17:11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这节经文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就是耶稣要我们彼此合一；第二就是我们要拥有像耶稣

和天父那种合一的关系，因为合一是上帝的属性。属神的群体不仅有共同点，更重要的是有合

一。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14 (CCB) 最重要的是要有爱，爱能把一切完美地联合在一起。 

合一是和谐的关系。就像音乐中虽然有不同的音符，但是却能展现出美妙的乐曲。使徒保罗提

到合一，以身体来做比喻。不同部分，在合一的状况下，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我们要在差异中，

寻求合一。我们不要只常常追求相同之处，而忽略了与不同之处的人相处。 

 

2. 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追求和解 

Not the Absence of Conflict, But the Presence of Reconciliation  

 

群体中的个体会因为个别的差异，而发生冲突。任何群体都会有冲突，而属神的群体必须要在

冲突中追求和解。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 (CCB)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在群体当中常常会遇到冲突，我们必须宽容别人的缺点。一个属神的群体不是完全没有冲突，

而是追求和解。和解的定义就是恢复关系。 

 

一个属神的群体不应该由它的冲突来定义，而是由它解决冲突的能力和意愿来定义。 

 

马太福音 Matthew 5:23-24 (CCB) 

23“所以，你在祭坛前献祭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和你有过节，24 就该把祭物留在祭坛前，

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祭。 

这里可以看见和解的重要性，而且是上帝亲自设立了和解的标准。我们要建立属神的群体，让

世人看到和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基督徒的救恩本就是建立在和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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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8-21  

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19 这

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

了我们。20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

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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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离，使我们与祂的关系破裂。但是上帝差派耶稣基督带来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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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与人有冲突时，我们常常选择拒绝人，但是上帝选择和好，而不是拒绝。 

 

彼得后书 2 Peter 3:9 (CCB) 主的应许还未实现，有人以为祂拖延，其实祂不是拖延，而是在

宽容你们。祂不愿任何人灭亡，愿意人人悔改。 

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看见和解。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12-13 (CCB) 

12 所以，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心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

和忍耐。13 倘若彼此之间有怨言，总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照

样饶恕他人。 

这节经文很清楚的说明怎样能把和解带给人。我们必须饶恕人，就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 

 

马太福音 Matthew 5:9 (CCB)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否致力于这个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本就是要成为世界的光和盐。 

 

约翰福音 John 13:34-35 (CCB)  

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35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世界会有冲突，但是教会必须让世界知道有个更好的生活方式，就是能彼此相爱。 

 

路加福音 Luke 6:31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我们应该先主动地以上帝的爱去关心、帮助和祝福别人，成为一个能合一，能和解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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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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体中，难免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当你面对差异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选择

逃避，还是努力持守合一？请分享。In a community, it is inevitable t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houghts. When you face differences, what is your first reaction? Do you 

choose to escape or strive to stay in unity? Please share. 

 

Q2. 在这个冠状病毒期间，我们看到因疫情而引起的冲突。请分享你将如何对这些冲突做出适

当的回应？During this COVID-19 pandemic, we saw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outbreak. 

Please share how would you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these conflicts? 

 

Q3. 在你所处的群体当中，是否有什么冲突需要寻求和解？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为所提出的

事项祷告和解。Is there any conflict in your community that requires reconciliation? After 

sharing,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for reconciliation for the issues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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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线上聚会 

从 6 月 6 日开始，福建聚会已在每逢星期六，下午 3.00 在 youtube.com/fcbcsg 的 YouTube

频道上播放。请邀请您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一起在线上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