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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7 周（2020 年 9 月 6 日–2020 年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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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之泉 

内容： 

1. 每位组员轮流以「具体赞美的方式」向其他人任意介绍另一位组员（不可重复），如果是夫

妻，则对众人彼此介绍。尽量避免只使用形容词，必须讲出具体事迹。例如「这是我的邻居王

大华，他对乐龄人士很有爱心，经常陪左邻右舍的阿公阿妈聊天」，「这是我太太张小美，她

陪孩子读书特别有耐心」等等。 

2. 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每个人常说赞美、肯定、鼓励性话语的口，让我们开口就有智慧，舌上有

仁慈，成为赞美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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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弹琴赞美祢 (2X) 
Goa beh toa* khim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举手赞美祢 (2X) 
Goa beh giah chhiu o lo Li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Goa chiu kia* kau Sin e che toa*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Kau goa choe hi lok e Sin na li 

神啊, 我的神 
Sin ah, goa e Sin 

我要跳舞赞美祢 (2X) 
Goa beh thiau bu o lo Li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等候在祢的面前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天军向祢跪拜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主我双手举起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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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光：圣洁的子民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彼得前书 1 Peter 1:13-25  

13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14 你

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15 那召你们的既是

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16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的。”17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

居的日子，18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19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20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

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21 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22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23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24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

干，花必凋谢，25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上帝在呼召身为祂的子民的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刻必须发光，成为世界之光，帮助更多人带着

盼望走出黑暗。 

彼得写给寄居在亚细亚的外邦基督徒，也就是当今的土耳其地区。当时他们在罗马帝国统治之

下遭受到各样迫害。使徒彼得就鼓励他们在绝望的时期要充满希望。  

今天，当我们阅读彼得前书第 1 章的后半部分时，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呼召祂的子民要成为圣洁

的子民，也要成为通往世界之光。 

 

彼得前书 1 Peter 1: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圣洁”的“圣”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分别，分割」，是要与「世俗有所分别」。 

圣洁 =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是成为圣洁，奉献出来，与世界分别，脱离罪恶得到释放，并使信徒欢欢喜的与

上帝有亲密相交，并以心灵与真诚侍奉祂。 

 

人如果行魔鬼所喜悦的道，就是属魔鬼的人。若是离弃恶道，就是分别为圣，成为属上帝的人。

我们之所以圣洁，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谁, 和祂所说的话，乃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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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我们该怎么做？上帝圣洁的子民会做的三件事： 

 

1. 我们会效法祂 – 因为神是圣洁的 We will imitate Him – For He is Holy 

 

彼得前书 1 Peter 1:14-16 

14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没有知识，不明事理）的时候那放纵私

欲的样子。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16 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上帝呼召祂的子民要像祂一样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这意味着祂的子民将效法上帝，不要

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们不要像从前那样效法我们的朋友和周围的

人或社会，也不要像世界的人那样放纵私欲。那个是以前的我们，因为那时的我们还不认识耶

稣。现在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要分别出来，要脱离旧人腐败的情欲、犯罪

的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以前追求情欲及追隨世界，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要追随耶稣，

要效法祂的圣洁来生话。 

 

罗马书 Romans 12:1-2 

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

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

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已经不再效法以前的我，不要过着情欲的生活。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因为当基督徒这

样做时，才能成为这世界的光。我们要注意保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彼得前书 1 Peter 1:13-14 

13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14 你

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圣经提醒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过圣洁的生活，不再过着过去放纵情欲的生活。

在我们的正常生活中，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要亲近上帝，跟随上帝？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决

定，要保守我们的心，要注意我们看什么和听什么？ 

 

2. 我们会敬畏祂 – 因为神是审判者 We will fear Him – For He is Judge 

 

彼得前书 1 Peter 1:17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上帝是公正，完美的审判者。祂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祂知道每一个细节，祂会正确审判。 没有

任何证据和细节能对祂隐瞒，所以我们要敬畏祂。身为基督徒，我们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我

们既然知道上帝是存在的，知道祂是我们的天父，也明白祂是一个完美的审判者，所以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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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必须有敬畏祂的心。 

 

马太福音 Matthew 6:9-10 

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10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天上的那位上帝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靠近祂。同时我们的祷告是要世人都称

祂的名为圣，就是要尊敬祂，要敬畏祂。我们虽然知道天父是爱我们的，是滿有慈爱，满有怜

悯，满有恩典的。可是圣经不只要我们单单的知道上帝的这些特征，圣经也提醒我们上帝也有

其他的特征。 

 

罗马书 Romans 11:22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

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的严厉。我们不该只记住祂的恩慈，而忽略了祂严厉的审判。我们要敬畏祂，

因为祂是审判众人的神。 

 

3. 我们会视祂为至宝 – 因为神是救赎者 We will treasure Him – For He is Redeemer 

 

彼得前书 1 Peter 1:18-21 

18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19 乃是凭着

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20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

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21 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

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用来赎我们的，跟普通的金银财宝，是不一样的。这个赎回，不是一个意外。

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其实已经知道亚当与夏娃会犯罪，因此罪恶将会进入人类历代传下去，

进入人类的生命里面。可是祂也知道，祂会用一个非常尊贵的东西，赎回全部的人类。祂付的

代价是一个与众不同，世界无法比较的代价。 

 

彼得前书 1 Peter 1:18-19 

18 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19 乃是凭着

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我们要明白，既然耶稣是至高的救赎者，我们活的方式就要把祂当成是最高的至宝，是我们最

爱的至宝。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其他的伟人怎样看待这个至宝。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7-8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做有损的。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做有

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做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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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是一个学者，他是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他对圣经圣洁的生活非常理解。他说以前对

他有益的东西，现在全都看着是有损的，他把这一切的东西都丢弃了。他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

为至宝，把这世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看成是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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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效法耶稣活出圣洁的生命？请分享。Do you imitate Jesus and live a holy life? 

Please share. 

 

Q2.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审判者，你要如何敬畏祂？The Bible tells us that God is the Judge. 

How do you fear Him? 

 

Q3. 你是否有把耶稣当成至宝？你会珍惜祂胜过你生命中的一切吗？请分享。Do you regard 

Jesus as a treasure? Will you cherish Him more than everything in your life?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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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