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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0 周（2020 年 7 月 19 日–2020 年 7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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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家积极地去传福音。 

内容：鼓励组员分享并讨论成功传福音的机会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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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Chhio Bi Bi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给我生命有意义 
Ho' goa se* mia u i i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主耶稣我赞美祢 
Chu Ia-so' goa o lo Li 

哈利路亚! 
Ha-li-lu-ia!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爱祢, 耶稣我爱祢 
Ai Li, Ia-so' goa ai Li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O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主耶稣 
Chu Ia-So'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我口敬拜祢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哦我主, 当敬拜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因祢爱, 救赎我 
In Li ai, kiu siok goa 

脱罪恶入光明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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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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 Submission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7 月 11 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21 (CCB) 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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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顺服是很重要的。“顺服”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摆在之下，或者服从某

人。当我们选择跟随耶稣并且顺服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将通过很多样的方式受到考验。 

 

顺服考验我们什么呢？ 

 

1. 顺从 Obedience 

 

如果我们不顺从，就表示我们没有顺服。 

 

提多书 Titus 3:1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节经文教导我们要有顺服，我们必须先学习顺从。 

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因为耶稣活出了一个顺从上帝主权的生命。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8 (CCB) 祂以人的样子出现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  

十字架也是对耶稣顺服的考验。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祂顺从的一个榜样。 

耶稣被卖的前一天晚上，有很大的挣扎，祂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祈求祂将受的苦难能够过去。 

 

马太福音 Matthew 26:39 (CCB) 祂稍往前走，俯伏在地上祷告：“我父啊！如果可以，求你

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 

耶稣说：“如果可以，求你撤去此杯”。当时耶稣的确受到考验了，但是祂后来说：“愿你的

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这就是顺从，耶稣通过了顺服的考验。耶稣是让我们学习顺服的

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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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服 Surrender 

 

降服：屈服于较高的权柄。我们要降服于在我们生命中权柄比我们更高的人。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7 (CCB) 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不认同、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处事方法，会使我们有很大的挣扎。 

其实有挣扎是很正常的。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也有一段很大的挣扎的时刻，但这场斗争以降服

结束。耶稣最终不是挣扎的，祂最终的态度就是降服，甘愿放下一切。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9 (CCB) 因此，上帝将祂升为至尊，赐给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耶稣越是放下，祂越是得着。祂把自己摆在一个最卑微的位置上，上帝却把祂提升起来。 

耶稣让我们看到，其实真正的降服是一个真正有能力有力量的位置，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活出降

服的生命。 

 

3. 谦卑 Humility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7-8 (RCU17SS) 

7 反倒虚己，取了（谦卑）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8 就谦卑自己，存心

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两段经文教导我们耶稣是如何谦卑自己的。 

耶稣是万王之王，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必须谦卑自己，因为骄傲是阻止我们有顺服的原因

之一。 

 

以赛亚书 Isaiah 55:8-9 (CCB) 

8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并非你们的道路。9 正如天高过地，我的

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顺服就是要愿意将自己摆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要活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谦卑自己，不要骄

傲，不要看低他人。 

 

“骄傲的人总是看低他人，看低一切。当然，只要你眼睛往下看，你就不可能看到在你之上的

东西。” —— 路易斯 

 

骄傲会阻止我们活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因为我们要提升自己成为那个有权柄的人。因为骄傲的

人是看低一切的，所以他们看不见上帝的保护与遮盖了。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谦卑，不只要在上

帝的面前谦卑自己，也要在上帝所拣选有权柄的人的面前谦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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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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与有权威者（家长、上司、组长或牧师）有意见分歧时，你会选择自行己见还是愿意

顺服？If you have a disagreement with an authoritative person (parents, boss, cell 

leader or pastor), will you choose your own way or be willing to obey?  

 

Q2. 顺服的考验是顺从、降服和谦卑。哪一方面是你最大的挣扎? 请分享你将做出什么行动来

胜过你的挣扎。Your test of submission is obedience, surrender and humility. Which one 

is your biggest struggle? Please share what actions would you take to overcome your 

struggle. 

 

Q3. 我们要顺服上帝摆在我们上面的权柄。请分享你将如何去顺服一个你觉得很难顺服的人。

过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We are to submit to the authority established by God over 

us. Please share how would you submit to someone you find difficult to submit. Then 

th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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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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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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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爱国际的智能手机捐赠活动 

触爱国际发起旧智能手机捐赠给外籍客工的活动还在进行。这些智能手机将帮助需要下载合力

追踪的应用程序的客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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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触爱坊@宏茂桥 433 座 

- 佳伟剧院 

 佳伟剧院也是其中一个捐出手机的地点。只要将旧智能手机于每日早上 9.00 至傍晚

6.00 带到设施管理处捐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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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