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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29 周（2020 年 7 月 12 日–2020 年 7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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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 

目的：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认识。 

内容：请每人分享三个有关自己的描述，其中两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然后，请大家猜哪个

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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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上帝对咱真爱疼 
Siong-te tui lan chin thia* thang 

咱当怎样来报答 
Lan tioh chai* iu* lai po tap 

跟主己经几落冬 
Te Chu i keng kui loh tang 

信心行踏当配合 
Sin sim kia* tah tioh phoe hap 

大家同心相爱疼 
Tai ke tang sim sio thia* thang 

相爱疼,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sio thia* thang 

咱当相爱疼 
Lan tioh sio thia* t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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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圣灵 
Chu Seng Leng 

 

主圣灵! 我需要祢与我同行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kap goa 

tang kia* 

主圣灵! 我需要祢来带领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lai toa nia 

让我甭靠自己, 让我能顺服祢 
Ho' goa boe kho ka ki, ho' goa thang sun 

hok Li 

求主圣灵坚强我的心 
Kiu Chu Seng Leng kian kiong goa e sim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认识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jin 

bat Li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亲近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chhin kun Li 

让我知影祢的真理 
Ho' goa chai ia* Li e chin li 

让我明白祢的真理 
Ho' goa beng pek Li e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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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尊荣(二)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7 月 4 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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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们为人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要照

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5 你们做奴仆的，要战战兢兢、诚诚实实、怀着敬畏的心服从你们

肉身的主人，就像服从基督一样。6 不要只做一些讨好人的表面工夫，要像基督的奴仆一样从

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7 要甘心乐意地工作，像是在事奉主，不是在服侍人。8 要知道：不管

是奴仆还是自由人，每个人所做的善事都会得到主的奖赏。9 你们做主人的也一样，要善待奴

仆，不可威吓他们。要知道你们主仆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祂不偏待人。 

 

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群体里面。无论是在家中、邻舍、学校、职场或教会，我们要学习如何

彼此对待。上帝要我们在群体里彼此尊荣。我们通常会尊荣我们所重视的人，但我们也要学习

尊荣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如何建立一个彼此尊荣的群体？ 

 

1. 彼此交代 Commit to Accountability 

 

彼此交代不是受到控制，而是双方都负起责任，互相担当。彼此交代是双方都要学习的功课。

身为一名跟随者需要交待并不是表示生命被控制；而一位领袖需要跟随者向他交待事情，也不

是要控制他。交代是一个有责任的行为，是你选择对自己的行为向上帝，你的父母和领袖负责。 

 

罗马书 Romans 14:12 (CNVS)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神交代。 

要有交代的品值其实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在地上学习活在群体里要彼此交待，是为了将来向

上帝交待的功课。若对彼此有交代，表示我们活在群体里。当我们选择不要向任何人有所交代，

这就表示我们要离开群体，孤单一个人生活，这是上帝不喜悦的。 

 

箴言 Proverbs 27:17 (CCB) 朋友互相切磋，如铁磨铁越磨越利。 

当组长和组员了解在群体里要彼此交待，就会更有责任于彼此的生命。我们在群体里磨合的过

程中，若能负起责任，互相担当，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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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1 (CCB) 所以，你们要彼此鼓励、互相造就，正如你们

一向所做的。 

一个愿意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互相造就的群体是一个合上帝心意，彼此尊荣的群体。 

 

2. 顺服权柄 Submit to Authority 

 

权柄不代表被指挥行事、被某人掌管。权柄的定义是：能影响他人的力量。 

掌权者要正面的影响他人，而不是发命令随便指挥别人做这事，做那事。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4 (CCB) 你们为人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要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

们。 

身为掌权者的父母，有责任要以主的教导和警戒，好好的养育子女，使他们在主里成长。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9 (CCB) 你们做主人的也一样，要善待奴仆，不可威吓他们。要知道

你们主仆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祂不偏待人。 

掌权者要善待跟随者，用爱心和耐心来带领他们，不要威吓他们。 

 

基督徒领袖的权柄不是出于权力，而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用力强迫，而是出于做好榜样。领袖

都拥有权力，但权力必须落在愿意谦卑自己，服侍他人的领袖手中，才是安全的。  

—— 约翰·斯托得 

 

彼得前书 1 Peter 5:2 (CCB) 务要牧养上帝托付给你们的羊群，按着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地照

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了谋利，而是出于热诚。 

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权柄是照顾、牧养，而不是发号命令。当我们学习如何去顺服权威时，我

们就会有遮盖和庇护了。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是盲目的跟从或顺服掌权者，而是在主里，与主合一的一起去顺服。当我们学习去顺服

在地上的权威时，就会得到他们属灵的遮盖和保护。 

 

彼得前书 1 Peter 2:17-18 

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18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

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也要继续的尊荣别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尊敬众人，彼此交代，

顺服权柄。至于掌权者是否完美与我们无关，他最终要跟上帝交代，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继续的

去尊荣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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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5-8 (CCB) 

5 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6 祂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

的地位不放，7 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8 祂以人的样子出现

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愿意顺服、付上代价的，因为祂并没有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3-4 (CCB) 3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要心存谦卑，看别人比

自己强。4 各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为别人的需要着想。 

我们必需效法耶稣，看别人比自己强，把别人摆在自己前面。若我们能做到，就能够彼此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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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对“彼此交代”有什么新的认知与见解。你会如何向你的组长有所交代。Please 

share your new knowledge and insights on "Being Accountable to One Another". How 

would you be accountable to your cell leader? 

 

Q2. 你在顺服权柄上是否有任何的挣扎？请分享你将做出什么行动来胜过你的挣扎。Are you 

struggling with submission? Please share what would you do to overcome your 

struggle. 

 

Q3.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我无需向任何人交代，只要向神交代、对自己交代即可”？请

轮流分享，然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求上帝拿去这种孤立的思想，学习活在群体当中。

Have you ever thought this way: "I don't need to be accountable to anyone, just be 

accountable to God and to myself will suffice"? Please take turns to share, and then th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in prayer, asking God to take away this isolated thought and 

learn to live in a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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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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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伟剧院三周年庆 

佳伟剧院这个七月就 3 岁了。为了欢庆 3 周年，佳伟剧院将于 7 月 18 日在 SISTIC Live 网络

直播 3 场节目。 

 第一场 — 美术与工艺课现场直播：Puppets That Play 

 第二场 — 儿童俱乐部讲故事：Little Red and the 3 Gifts 

 第三场 — LITTLE HOPPERS 舞蹈派对：It’s a Jungle Out There 

所有的节目都是免费的，适合 3 至 8 岁的儿童观看。不过你必须到 SISTIC 报名。 

有意者，请上网 3rdbirthday.gateway.sg 查询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