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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27 周（2020 年 6 月 28 日–2020 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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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培养感恩的心 

内容：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行神迹的神。请分享神在你生命中所行的一件奇妙的事情。每个

组员分享完毕后，组长带领大家做感恩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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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给我新的心  
Ho’ Goa Sin E Sim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手里拿著我的心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求祢悦纳我的心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哦我放我这颗心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在祢的手里面  
Ti Li e chhiu lai bin 

请祢给我新的心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会明白祢的心意 
Oe beng pek Li e sim i 

求帮助我,  主圣灵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给我越来越爱祢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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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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谈吧 Let’s talk about it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6 月 20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18:15-17 (CCB)  

15“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指出他的错处。如果他肯接受劝

告，你就得了一位弟兄。16 如果他不听劝告，你就带一两位弟兄去见他，让两三个人为谈话

作证。17 如果他仍然不听，就应当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就把他看作异教徒或税

吏。 

当我们有不认同的地方，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来谈一谈。因为当我们没有沟通，没有对话

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解決此冲突，就不能看见合一跟和解；但当我们有对话的时候，我们就能

够更了解对方，以便化解冲突。 

 

罗马书 Romans 12:10 (CCB) 要彼此相爱如同手足，互相尊重，彼此谦让。 

我们要学习在意见不合的时候，仍然选择去尊重对方。即使发生了冲突，我们要学会互相尊重。 

 

在化解冲突时，我们必须注意些什么？ 

 

1. 方式 (如何) Fashion (How) 

 

马太福音 Matthew 18:15 (CCB)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

指出他的错处。… 

这里说到，如果有弟兄冒犯了你，你必须跟他单独谈谈。 

 

加拉太书 Galatians 6:1 (CCB) 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不慎犯了罪，你们顺从圣灵的人就应该温

柔地挽回他，… 

我们要用温柔的谈话方式来挽回和帮助那个人。 

 

“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但斗争是可以选择的。” —— 路卡杜 

 

在我们的生命中，肯定会遇到跟别人有意见不合的时候，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

选择不以战斗的方式来化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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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在化解冲突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跟对方对话。我们只是想说出我们的观点，我

们的感受。我们选择以作战的方式而不是以沟通的方式来化解冲突。 

 

雅各书 James 1:19 (CCB)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住：每个人都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

慢地动怒。 

这节经文说到：要先快快地听，慢慢地说，然后才慢慢地动怒。我们必须先听完后，才作出回

应，这是个重要的次序。 

 

2. 场合 (何处) Forum (Where) 

 

马太福音 Matthew 18:15 (CCB)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

指出他的错处。… 

你要和那个得罪你的人，单独在隐私的地方谈谈。 

我们选择的场合要有隐私与尊重的原则。如果我们公开责骂人，这样做其实是在羞辱人。我们

千万别像魔鬼一样的把羞辱当成攻击人的武器，以羞辱当武器攻击人会毒害人心。 

 

创世记 Genesis 1:26 (CCB)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 

上帝照着祂的形象造人。祂造男造女的时候，说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

情况就不再一样了。 

 

创世记 Genesis 3:7 (CCB) 二人的眼睛果然明亮起来，这才发觉自己原来赤身露体，便把无花

果树的叶子编起来遮体。 

他们犯了罪之后，就感到羞耻。他们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的自我价值和自我信心，所以他们便去

躲起来。 

 

我们原来的形象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但是撒旦要让我们为着上帝所造的形象而感到羞耻。

撒旦要在我们里面拆毁我们，让我们失去自我信心，失去自我价值，这就是羞辱的力量。 

 

以赛亚书 Isaiah 61:10 (CCB) 我因耶和华而无比喜乐，因我的上帝而心里快乐，因为祂给我

穿上救恩的衣服、披上公义的袍子，使我像戴上华冠的新郎，又像戴上饰物的新娘。 

这段经文说明了救赎的情形，描述了上帝是怎样修复我们回到尊荣的位份。罪恶使我们活在羞

辱中，但是上帝要我们重新获得尊荣与尊重。 

 

3. 管道 (何人) Flow (Who) 

 

管道的意思就是用正确的做法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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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18:15 (CCB)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找个机会跟他单独在一起，

指出他的错处。如果他肯接受劝告，你就得了一位弟兄。 

第一步：你先要单独的跟他在一起谈这个问题。 

 

马太福音 Matthew 18:16 (CCB) 如果他不听劝告，你就带一两位弟兄去见他，让两三个人为

谈话作证。 

第二步：当他不听，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你就带两三个人为所谈的话作证。 

 

马太福音 Matthew 18:17 (CCB) 如果他仍然不听，就应当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

就把他看作异教徒或税吏。 

第三步：当两三个人作证的时候他也不听，你就告诉教会，希望教会的领导层跟他说的时候，

他愿意悔改。若这个人仍旧不听的话，那么就把他看作异教徒或税吏。我们这么做是要保护我

们的群体。 

 

正确的管道会带来更快的解决方案，但错误的管道会使这个问题延续下去。当我们与不应该介

入的人谈起某人的问题时，与这人有关的闲言闲语便会开始传出去。 

 

箴言 Proverbs 10:19 (RCU17SS)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节制嘴唇是有智慧。 

我们必须学习好好地节制我们的嘴巴所说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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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与人有冲突的时候，你会如何去处理？When you have conflicts with people, how 

will you handle them? 

 

Q2. 你是否能以尊荣与尊重的态度对待那些曾跟你发生过冲突的人？请分享。Can you treat 

those who have conflicts with you with honour and respect? Please share. 

 

Q3. 我们提到的方式、场合和管道，哪一方面是你必须要学习或加强的？请分享。We 

mentioned about fashion, forum and flow, which aspect do you need to learn or 

strengthen?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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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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新加坡 40 天禁食祷告 

今年爱新加坡的 40 天禁食祷告的主题是“从长远来看”。这主题取自希伯来书，一篇为危机

中的教会所撰写的信息。由于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限制，我们今年不会分发 40 天的祷告手册。 

从 7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灵修和祷告资料将会每天刊载在 40 天 2020 的网站： 

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0 

你可以每天从 0001 时起，上网查阅该天的灵修与祷告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