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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28 周（2020 年 7 月 5 日–2020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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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极正面地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冲突        

内容： 

带领的人提出以下问题，组员们展开分享： 

你跟别人意见不同时通常如何处理？如果对方跟你争论，你一般如何面对争论？ 

组长最后总结并提醒大家，在发生争论时，无论怎样，要以温柔的心回答即使不友善的责问，

说出的言语仿佛用盐调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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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使地上发芽结实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显出爱疼的根据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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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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父子情-彼此尊荣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6 月 27 日           

 

出埃及记 Exodus 20:12 (CCB) “要孝敬(尊荣)父母，以便在你的上帝耶和华赐给你的土地上

享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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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立深厚的父子情，做父亲的需要谦卑的来尊荣孩子，学习温柔关心孩子。另外一方面，身

为孩子的也尊荣父亲，孝顺父亲，一切关键在于——彼此尊荣。 

这不是只单方面的尊荣，而是父亲和孩子彼此的尊荣对方。不是各退一步，而是各自向前尊荣

对方。这是上帝的旨意，要我们彼此尊荣！ 

‘尊荣’的定义是在众人面前给予尊重，给予荣耀的地位。 

 

身为父亲的应该如何去彼此尊荣你的孩子呢？ 

 

1. 成为他们的牧者 Be a Shepherd to them 

 

诗篇 Psalm 127:3-5  

3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4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

的箭。5 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儿女是上帝赐给父亲的产业，父亲是上帝委托的管家。因此父亲要用天父的心意来照顾，疼惜

和管理他们，这是父亲的职责，也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祝福！ 

作为一个好父亲，我们要尊荣孩子，成为他们的牧者。父亲要了解上帝给他们在家的命定和位

置，就是“一家之主”，是家里的属灵领袖和老师。 

 

申命记 Deuteronomy 6:4-7 (RCU17SS) 

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 神是独一的主。5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 神。6 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7 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

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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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 Deuteronomy 6:20-21 (RCU17SS) 

20“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 神吩咐你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

呢？’21 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

埃及领出来。 

 

教导和牧养孩子是作为父亲的责任。上帝要我们身为父亲的要成为孩子的牧者，负起管教他们

的责任，照顾他们的需要，以身作则来引领他们有正确的属灵信仰和世界观，并帮助他们在属

灵生命中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和恩典。父亲在一个孩子生命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

所以身为父亲的应在孩子面前常常以身作则，成为好的榜样！ 

 

2. 为他们感到骄傲 Be proud of them 

 

罗马书 Romans 15:7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 

我们要学习接纳孩子的优点、缺点，在他们需要改善的地方给予适当鼓励和接纳。同时在孩子

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带领他们与上帝有密切的关系。 

 

身为孩子的应该如何去彼此尊荣你的父亲呢？ 

 

1. 听从他 Obey him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3 (CCB)  

1 你们为人子女的，要按主的旨意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2 因为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就是：“要孝敬父母，3 使你在世上蒙祝福、享长寿。” 

 

所谓听从的基本原则就是尊荣。身为孩子的要听取父母亲的建议，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虽然有时候父母亲的观点和意见不一定见得是对的，或是被孩子们认同的，但是他们所给予的

意见的出发点确实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要照顾和保护孩子。 

 

2. 感谢他 Appreciate him 

 

所谓感谢的意义是：认识到人事物的全部价值。当我们能真正的看到人事物背后的价值后，就

能从心底发出真诚的感恩之心。 

身为孩子的应当要看见父亲在背后的默默付出和无私的奉献。在遇上困难时父亲为孩子们遮风

挡雨，保护和维持家庭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在他背后所负起责任是多么的伟大。 

孩子罔顾父亲很多时候在他作父亲的角色也有很多挣扎，当中可能包括他缺乏一个完整父爱的

模范，也可能他担心自己做的不足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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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和父亲可能在某一些方面的想法做法是相似，但也可能在其他方面的有所分歧，所以要彼

此学习换位思想，多为对方设想，多去尝试体谅父亲的处境，多于期盼被他了解。学习为你的

父亲的优点和他与你的不同点，献上感恩。 

 

玛拉基书 Malachi 4:5-6 (CCB) 

5“看啊，在耶和华那伟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6 他必使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用咒诅毁灭这地方。” 

上帝要我们的心转向彼此，彼此相爱，关心和付出，就如上帝对我们的爱一样。 

要作为一位好的父亲和建立好的榜样，就要学习多一点的倾听，多一点的陪伴，多一点的掌声，

多一点的拥抱，多一点的保护，多一点的榜样和多爱孩子的妈妈。 

 

马可福音 Mark 1:11 (译自 NIV 儿童版) 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

非常喜悦你。” 

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是祂所爱和喜悦的，这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肯定和赞赏。 

 

约翰福音 John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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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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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父亲的应该怎样教养孩子才合上帝的心意？请分享。How can a father bring up his 

children that pleases God? Please share. 

 

Q2. 若孩子有对父母常有的不满，他应该怎样应付与面对？If a child has dissatisfaction 

towards his parents, how should he handle and face with it? 

 

Q3. 在亲子关系中，请分享你怎么建立和加强彼此的关系？I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build and strengthen each other’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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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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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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爱国际的智能手机捐赠活动 

触爱国际发起旧智能手机收集活动，以捐赠给外籍客工。客工们需要下载使用三个重要的应用

程序，以便追踪工作能顺利进行。大约有 5％的少数客工由于手机的状况或规格的关系而无法

使用有关的应用程序。我们可以捐赠旧的智能手机，或者心里有所感动，选择捐赠全新的智能

手机给客工们。所捐赠的智能手机必须符合以下的最低规格： 

 安卓系统 (Android) - 5.1 或更高版本 

 苹果系统 (iPhone) - iOS 10.0 或更高版本 

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提供帮助： 

 搜寻我们的旧智能手机，检查手机确保处于良好的状态，且符合最低规格 

 删除智能手机里所有的储存信息 

 退出所有应用程序下载平台的账号，并恢复出厂设置 

 用酒精消毒液擦拭机身和充电器，并装入自封袋中 

 把旧智能手机带到以下地点捐出： 

- 新加坡意外援助中心 

- BARANG FOR YOUR BUCK 

- 康侍 

请上网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