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1 周（2020 年 7 月 26 日–2020 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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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愁变喜乐
目的：学会不论在顺境逆境都要赞美神。
内容：由一位组员开始分享最近遇到的烦心或难过的事或感受，另外一位组员要把他所说的，
换一个角度变成积极的并值得感恩的。轮流分享，结束时大家把荣耀和赞美归于神。并宣告，
时时，事事依靠上帝，相信上帝的计划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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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年

主我敬拜祢

主给我平安

Chia Choe Ni

Chu Goa Keng Pai Li

Chu Ho' Goa Peng An

这多年信耶稣

主我敬拜祢

主给我平安

Chia choe ni sin Ia-so'

Chu goa keng pai Li

Chu ho' goa peng an

经过风经过雨

等候在祢的面前

主给我平安

Keng koe hong keng koe ho'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Chu ho' goa peng an

有目屎有艰苦

主我敬拜祢

我的耶稣真爱我

U bak sai u kan kho'

Chu goa keng pai Li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记得救主会看顾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给我平安

Ki tit Kiu Chu e khoa* ko'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Ho' goa peng an

*天军向祢跪拜

*我的心有平安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Goa e sim u peng an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我的心有平安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Goa e sim u peng an

主我双手举起

因为耶稣真爱我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有主甲我相作伴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给我平安

U Chu kap goa sa* choe phoa*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主爱我才知影
Chu ai goa chiah chai ia*

着专心听主声
Tioh choan sim thia* Chu sia*

有喜乐有平安有主疼
U hi lok u peng an u Chu thia*

风雨日子无摇动
Hong ho' jit chi bo io chhoah

主恩情安慰我
Chu un cheng an ui goa

主的话引导我
Chu e oe in chhoa goa

有主同在无孤单
U Chu tang chai bo ko' toa*

朋友心里你会知影
Peng iu sim lai li e chai ia*

虽有伤虽有痛
Sui u siong sui u thia*

有耶稣逗阵走
U Ia-so' tau tin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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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goa pe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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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就必蒙福 Blessings of Submission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7 月 18 日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孤立更为致命的东西。能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最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莫过于将你与我和我们与他人隔离开来。在病因学上，孤立已被证实是导致抑郁症、妄想症、
精神分裂症、强暴、自杀、大规模杀戮及各种病症的主要因素。” —— 菲利普·津巴多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我们失去了正常的肢体或群体的生活。但上帝借着这个疫情告诉我们
团契与集体生活的重要性。因此这几个星期来，我们证道的主题一直围绕和强调群体生活的重
要性。同时也教导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需要建立有次序，有规律的架构，使我们能家和万
事兴。
我们要认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职分而彼此顺服，尤其是顺服属灵的领导。若要过一个群体的生
活，就是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顺服。
顺服的定义：行为上的顺从 + 心里面的降服 = 顺服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3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
基督的头。
顺服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份是次等或附属的，就像经文中提到天父是耶稣的头，并不代表耶稣的
身份比天父卑微，只是职分不同。
顺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祝福：
1. 顺服带来属灵的遮盖 Submission brings Spiritual Protection
罗马书 Romans 13:1-4
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2 所
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3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
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4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
罚那作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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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当时罗马的政府正在逼迫信徒。但是在这里上帝提醒我们所有
的政府，所有人的权势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有上帝的命定，任何的权柄都是上帝设立来保护我
们的。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多年后，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
福音就从罗马传到世界各地。当我们顺服地上掌权的，上帝会用他来完成祂的旨意，给我们遮
盖和保护。
同样的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圣经也教导我们要顺服教会的领导。
希伯来书 Hebrews 13: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
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于你们无益
了。
当我们顺服领导，我们就在他们的遮盖和上帝的遮盖之下。教会领袖的职分就是要帮助我们过
圣洁的生活。他们要为我们警醒，因为他们也需要到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的灵命做交代，而我们
需要做的就是要顺服他们。当牧师叫我们做我们原本不赞同的事，但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做，这
就是顺服。当我们顺服时，就会得着属灵的遮盖和保护。
“真正的顺服其实不是选择性的，自己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我们很容易的可以去做，真正的顺
服是我不想做，但是我仍然愿意降服，愿意顺服。” —— 寇绍恩牧师
2. 顺服带来灵命的成长 Submission brings Spiritual Progress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1-13,16
11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
立基督的身体，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
基督长成的身量，16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
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上帝赐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同的职分，为了建立和帮助他们成为圣徒，大家各尽所能，各尽其
职。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6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大家在教会肢体的架构上彼此相爱，彼此配搭，彼此顺服，使上帝的群体可以一起成长，一起
完成上帝的大使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去年 5 月 17-19 日，不同的教会和支派同心协力主办
不同语言的“希望与你有约”大型布道会，把上帝的福音传出去，看见很多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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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Ephesians 5:22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丈夫不一定永远是对的，但是妻子仍然愿意顺服他为一家之主。妻子这么做，其实就是在顺服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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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的权柄是来自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顺服父母就是顺服上帝。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5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
听从基督一般。
顺服上帝所设立的领导，代表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相信上帝掌权，我们的命定掌握在祂的
手中，上帝必带领我们进入祂的命定里面。
彼得前书 1 Peter 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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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20 你们若因犯罪受
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22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23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
公义审判人的主；
顺服人，因为对上帝有信心。我们顺服上司，因为我们将自己交托给按公义审判的主，相信上
帝在掌权，上帝是我们信仰的焦点。当我们顺服领导的时候，我们的命定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会确定我们进入祂的命定里面。上帝掌管一切，祂要我们在信心里面成长。如果我们不能
顺服父母、牧师、上司，反映的是我们与主的问题。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提升我们的岗位，完
全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在顺服里面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我们就可以被祂提升。当我们顺
服一个人，上帝会保障我们完成祂的旨意。
3. 顺服带来神的大能 Submission brings God’s Power
彼得前书 1 Peter 3:1-2
1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
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2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会带来上帝的大能。如果要改变丈夫，看到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运行，
妻子就照着上帝的方法，带着温柔的态度顺服，上帝就在丈夫的身上工作了。因为妻子的愿意
顺服，表现出来她对上帝的信靠和敬畏，就会释放上帝的大能，使她的丈夫因看见妻子有贞洁
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而受到圣灵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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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5-11
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6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7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
十字架上。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
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上帝的权柄就彰显。耶稣虽然被冤枉、被控告，但是祂没有反抗，祂顺服
了，不但顺服父神，祂也顺服了人。当祂顺服，上帝的大能就彰显了。
“祂本可以呼召一万个天使，来摧毁这世界，让祂得自由；祂本可以呼召一万个天使，但祂为
你和我孤独死去。” —— 雷·奥弗霍尔特
马太福音 Matthew 26:53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因为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代替我们承受本来我们应该得到的惩罚。也因为耶稣的顺服使我们
能领受到上帝救赎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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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属灵遮盖重要吗？请分享一件教会领袖叫你做你原本不赞同的事。结果你有顺服而
心甘情愿的去做那件事吗？Do you think spiritual protection is important? Please share a
task that the church leadership asked you to do that you originally did not agree with.
Did you obey and do it willingly eventually?
Q2. “顺服带来灵命的成长”，请分享你对这句话有什么体会。你要如何应用在你的小组里？
"Obedience brings spiritual progress", please shar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sentence. How do you apply in your cell group?
Q3. 你期待上帝彰显祂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吗？你需要在哪方面顺服？请坦诚地分享，然后彼此
祷告祝福。Do you long for God’s power in your life? Where do you need to submit?
Please share frankly,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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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成为好邻居！

成为好邻居是体现国民团结的一个简单却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今年的国庆日，我们会在住家
的大门上系上一条红丝带，展现睦邻友好的精神。
请到网址 fcbc.org.sg/goodneighbour 填写一份网上表格以索取一份“好邻居礼包”，礼包
内含有这条让你系在家门上的红丝带。
上网索取礼包的截止日期是 7 月 27 日（星期一），早上 9.00。想获取更多有关成为好邻居的
资讯，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或以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面簿：@myfriendnextdoor



Instagram：@myfriendnextdoor_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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