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5 周（2020 年 8 月 23 日–2020 年 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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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胃王
目的：营造融洽气氛
时间：20~30 分钟
组员围坐成圈，一人开始说：“昨天我吃了 1 碗饭”，第二位接下去：“昨天我吃了一碗饭、2 个
蛋”，第 3 位：“昨天我吃了一碗饭、2 个蛋、3 块牛肉”。如此类推，最后可能会是：“昨天我吃
了一碗饭、2 个蛋、3 块牛肉、4 只鸭脚、5 片饼干、6 粒花生、7 根甘蔗、8 个橘子、9 个苹
果、10 颗胃痛丸”。接不下去的组员要退出，剩下最后一位是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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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火

赐我自由

Chin Sim Chin Seng

Hoe Hoe Hoe

Su Goa Chu Iu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火火火圣灵的火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充满这圣所

来到我的里面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Lai kau goa e l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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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们在此等候

来到我的生活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Lai kau goa e seng oah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充满我们的心

我要天天赞美祂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Goa beh jit jit o lo I

*火火圣灵的火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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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充满这世界

*祢的灵啊…伫哪里

Chhiong moa che se kai

Li e leng ah… ti toh ui

火火圣灵的火

哪里就有自由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Toh ui chiu u chu iu

充满我们的心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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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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新加坡 I Love Singapore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
耶利米书 Jeremiah 29:4-7 (CCB)
4 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对所有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5“你们要建造房
子住下来，要耕种田园，吃田中的出产。6 你们要娶妻生子，也要给你们的儿女娶妻选夫，使
他们生儿育女，你们好在那里人丁兴旺，不致人口减少。7 你们要为所住的城市谋求福祉，向
耶和华祷告，因为你们的福祉有赖于那城的福祉。”
以色列人被逐到巴比伦是上帝的美好计划，上帝吩咐他们要成为当地的祝福。如果以色列人在
外地也要成为当地的祝福，那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就更要成为这里的祝福。无论
我们是土生土长在新加坡或是入籍了，无论是公民或住户，无论年幼或年长，我们都要祝福新
加坡，爱新加坡。
爱新加坡的意思就是爱新加坡全国人民，而能去爱全国人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一个好邻居。
我们的邻居就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人。耶稣借着路加福音 10:25-37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让
我们学习到如何成为好邻居，去关爱他们。
路加福音 Luke 10:25-37 (CCB)
25 有一次，一名律法教师站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得永生呢？”26
耶稣反问他：“律法怎么说？你怎么理解？”27 律法教师答道：“‘你要全心、全情、全力、
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如己’。”28 耶稣说：“你答得对，照着去做就有永
生了。”29 律法教师想证明自己有理，就问：“那么，谁是我的邻居呢？”30 耶稣回答说：
“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途中被劫。强盗剥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在那里，然
后扬长而去。31“刚好有位祭司经过，看见那人躺在地上，连忙从旁边绕过，继续赶路。32
又有个利未人经过，也跟先前那个祭司一样从旁边绕过去了。33“后来，有位撒玛利亚人经过，
看见这个人，就动了慈心，34 连忙上前用油和酒替他敷伤口，包扎妥当，然后把他扶上自己
骑的牲口，带到附近的客店照料。35 次日还交给店主两个银币，说，‘请替我好好照顾这个
人。如果钱不够的话，等我回来再补给你。’36 那么，你认为这三个人中谁是被劫者的邻居
呢？”37 律法教师说：“是那个同情他的人。”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
我们关爱邻居必须做的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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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见 - 我们要张开双眼 See – We must open our eyes
我们要张开双眼，学习去看见，看见上帝要我们看见的东西。这个撒玛利亚人选择去看所发生
的事情。
路加福音 Luke 10:33 (CCB) “后来，有位撒玛利亚人经过，看见这个人，就动了慈心，
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受伤的犹太人就动了怜悯之心。
路加福音 Luke 10:31-32 (RCU17SS)
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
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
祭司和利未人看见了这个犹太人却选择视而不见，就是所谓的眼不见，心不烦。
撒玛利亚人却以耶稣的眼为眼，看见了这个人。
马太福音 Matthew 9:36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
人一般。
我们要学习撒玛利亚人，张开自己的双眼去看周围的人，并了解他们物质上的需要和内心中的
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明明是看见了，但却当着什么都没看见。
2. 服侍 - 我们要打开双手 Serve – We must open our hands
我们要学习去服侍，就是要伸出援助的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路加福音 Luke 10:33-35 (CCB)
33“后来，有位撒玛利亚人经过，看见这个人，就动了慈心，34 连忙上前用油和酒替他敷伤
口，包扎妥当，然后把他扶上自己骑的牲口，带到附近的客店照料。35 次日还交给店主两个
银币，说，‘请替我好好照顾这个人。如果钱不够的话，等我回来再补给你。’
撒玛利亚人愿意离开他的舒适圈，张开双手去帮助犹太人，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服侍的真
正意义就是尽全力帮助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使别人得利益。
路加福音 Luke 10:30-32 (RCU17SS)
30 …强盗剥了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在那里，然后扬长而去。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
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32 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
边过去了。
这个人肯定是需要帮助的，然而祭司和利未人却绕道而行。他们都是在圣殿工作的人，服侍应
该是他们的本行，但是当服侍的机会出现时，他们并没有打开双手去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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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9:36-38
36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37 于是对门徒
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耶稣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有需要，就呼吁我们作出适当的回应。我们必须兴起来，敏感觉察
他人的需要，去做一些有助于他人的事。我们不但要看见他们的需要，也要服侍到他们的需要。
3. 付出 - 我们要敞开心门 Sacrifice – We must open our hearts
我们必须学习去付出，必须敞开我们的心门，以基督的心为心。
路加福音 Luke 10:34-35 (CCB)
34 连忙上前用油和酒替他敷伤口，包扎妥当，然后把他扶上自己骑的牲口，带到附近的客店
照料。35 次日还交给店主两个银币，说，‘请替我好好照顾这个人。如果钱不够的话，等我
回来再补给你。’
撒玛利亚人愿意做这么多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肠。这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透过上帝
的教导，让他的心永流着美善的价值观。他遵行上帝的教导去做对的事。他需要付出代价，做
出牺牲，如改变行程，花额外费用、时间与精神。他所花的费用还真不少，至少是两天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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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天父非常爱和珍惜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但却愿意为了拯救我们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将
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1-2
1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2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
舍了自己，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
我们要如此做，如此付出是因为上帝的爱感动了我们，以致我们愿意效法祂。我们要学习上帝
为我们所做的去行，满足祂的心。
路加福音 Luke 10:29 (CCB) 律法教师想证明自己有理，就问：“那么，谁是我的邻居呢？”
路加福音 Luke 10:37 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真正的问题不是谁是我们的邻居，而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好邻居？
我们不能选择视而不见，而是选择去服侍，愿意付出。求主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双手，
敞开我们的心门，去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成为一个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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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Romans 5:6-8
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7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
有敢做的；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而死。就像撒玛利亚人看见了那个犹太人在地上垂死地挣扎，
基督看见了我们也在垂死地挣扎。耶稣看见我们并没有视而不见，祂帮助我们、服侍我们，为
我们的罪而死，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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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认为成为好邻居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你愿意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好邻居吗？
Please share what do you think is necessary to become a good neighbour? Are you
willing to learn and make yourself a good neighbour?
Q2. 你是否活在自己的框框里面，没看见周边所发生的事？若你看见有人需要帮助时，你会施
予援手还是袖手旁观，或选择绕道而行？Are you living in your own closet and do not see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you? If you see someone in need of help, will you give a
helping hand or just stand by, or choose to take a detour?
Q3. 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学习到什么功课？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你将采取什么行动把
所学习到的功课应用出来，成为一个好邻居？彼此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From 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 what lessons have you learned? In this coming
week, what actions will you take to apply what you have learned and become a good
neighbour? After sharing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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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会议

我们的主任牧师将于 9 月 9 日，星期三在线上与所有的领袖会面。领袖会议于晚上 8.00 - 9.30
进行。会议将在 YouTube 频道举行，届时你们的团队牧师将与你分享会议的链接。会议备有
华语翻译。你可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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