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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8 周（2020 年 9 月 13 日–2020 年 9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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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心中重视的东西  

时间：10~15 分钟  

内容：组长说：“看看什么是你少不了的？”  

1. 假设组员家中现在发生火警，必须尽快抢救家中三样东西，用 30 秒思考。 

2. 组员逐一分享及解释自己为何要抢救这三样东西，其他组员可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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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无搁越头看 
Bo Koh Oat Thau Khoa* 

 

黑暗的城市看未清欲从叼去 
O' am e sia* chhi khoa* boe chheng 

beh tui toh khi 

每一日浮浮沉沉 
Mui chit jit phu phu tim tim 

主祢是头前的灯是我的光 
Chu Li si thau cheng e teng si goa e 

kng 

黑暗权势祢拢得胜 
O' am koan se Li long tek seng  

 

*不免搁怨叹不免惊路途遥远 
M bian koh oan than m bian kia* lo' to' 

iau oan 

不免搁操烦因为有耶稣作伴 
M bian koh chhau hoan in ui u Ia-so' 

choe phoa* 

无搁越头看啊 
Bo koh oat thau khoa* ia 

无搁三心两意 
Bo koh sa* sim liang i 

全心全意跟随主 
Choan sim choan i kun te Chu 

向着头前行 
Ng tioh thau cheng kia* 

无论艰苦困难祢是我的气力 
Bo lun kan kho' khun lan Li si goa e 

khui lat 

我欲与主耶稣逗阵行 
Goa beh kap Chu Ia-so' tau tin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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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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光之：拣选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9 月 5 日              

 

彼得前书 1 Peter 2:1-5, 9-12 (CCB) 

1 因此，你们既然已经除去一切恶毒、欺诈、虚伪、嫉妒和毁谤，2 就要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渴

慕纯净的灵奶，好不断成长，直到完全得救。3 因为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甘美。4 主是

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被上帝拣选、视为宝贵。5 你们也如同活石，被用来建造属灵的宫殿，

好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悦纳的灵祭。 

9 但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群，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你们可以宣扬

上帝的美德。祂曾呼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祂奇妙的光明。10 从前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现

在却做了祂的子民；从前你们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11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与灵魂为敌的邪情私欲。12 你们在异教徒当中要品行端正。这样，

尽管他们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但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也会在主来的日子把荣耀归给上帝。 

 

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蒙上帝拣选的，要成为“世界的光”，帮助许多人走出黑暗。上帝

的拣选跟我们的国籍、种族、言语和能力没有任何的关系。彼得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要鼓励那些

正在遭受逼迫和弃绝的外邦基督徒，勇敢地站起来接受上帝对他们的呼召，成为“世界的光”。 

 

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1. 上帝的儿女 Children of God 

 

彼得前书 1 Peter 1:23 (CCB) 你们获得重生（新生命），不是借着会腐烂的种子，而是借着

不会腐烂的种子——上帝活泼永存的道。 

彼得前书 1 Peter 2:2-3 (CCB)  

2 就要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渴慕纯净的灵奶，好不断成长，直到完全得救。3 因为你们尝过主恩

的滋味是何等甘美。 

 

这个身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上帝拣选我们作祂的儿女。彼得描述刚信主的基督徒好像是初

生的婴儿，在主里渐渐地成长。即便我们已经是成年人或老年人了，我们依然是天父的孩子。

成为上帝的儿女不仅是一个身份，也是一个过程。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跌

倒，我们会挣扎，我们并不完美。在这个过程中，上帝都在我们身边，带领着我们不断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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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12-13 (CCB)  

12 但所有接纳祂的，就是那些信祂的人，祂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上帝的儿女。13 这些人既不

是从人的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情欲或意愿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 

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上帝就已经给了我们成为祂儿女的权柄。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

始。因此，我们不要小看自己，要勇敢的为主而活，成为世上的光，被主使用来成就祂的旨意。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 

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荣耀祂的名。 

 

2. 天国的公民 Citizens of Heaven 

 

彼得前书 1 Peter 2:11 (CCB)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与

灵魂为敌的邪情私欲。  

彼得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是一个客旅暂时住在这世界。我们真正永恒的家是在天上，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公民。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国民想要上天堂；你是天国的公民，正经过这个世界。” 

—— 贺凡司 

 

彼得前书 1 Peter 1:6 (CCB) 为此，即使现今你们必须暂时在百般试炼中忍受痛苦，也要满怀

喜乐。 

我们可以在困难中忍受痛苦，也能满怀喜乐，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短暂性的，都会成为过去。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20 (CCB)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殷切等候从天降临的救主，就是主

耶稣基督。 

基督徒都是天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应该暂时忍受痛苦，等候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我们不要只单

单为这世界的日子而活，我们要为着天上永恒的日子而活。当我们思考事情时，要往永恒去思

考，不要被困于现今所见和所经历的事物。 

 

2018 年的 G12 大会，主题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大会制作了大会手册，好像一个天国的护

照，上面写着：“耶和华，全能的神要求所有在黑暗世界执政掌权的，让本护照所示的国民毫

无阻碍地通行。这国民已被主宰万物的主膏抹，为要传扬祂的福音、医治伤心的人、宣告被掳

的人得释放，并在地上扩展祂的国度，如同在天上。”当我们拿着这本属天的护照，我们就有

这些特权，不过身为天国的公民，我们同时也有一些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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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 Peter 2:12 (CCB) 你们在异教徒当中要品行端正。这样，尽管他们毁谤你们是作

恶的人，但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也会在主来的日子把荣耀归给上帝。 

“好行为”不只是说我们要活得端正而已，我们必须去行善，去服侍人，包括帮助有需要的人，

医治伤心的人等等。我们的信心与行为要一起合拼，我们听道就要行道。 

 

彼得前书 1 Peter 2:1-2 (CCB) 

1 因此，你们既然已经除去一切恶毒、欺诈、虚伪、嫉妒和毁谤，2 就要像初生的婴儿一样渴

慕纯净的灵奶，好不断成长，直到完全得救。 

身为上帝的儿女这尊贵的身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也许没活出这个身份，因为我们不完

美，但我们要追求不断成长。我们必须除去我们生命中所有不喜悦上帝的东西，依靠圣灵赐给

我们的能力，作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儿女和一个尽心尽力天国的公民。只要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份，

我们就能超越现在的黑暗，宣扬上帝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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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要如何活出上帝的儿女这尊贵的身份。Please share how you would live out 

the noble status of being a child of God. 

 

Q2. 你是否正在面对困难？当你知道你是天国的公民，困难是短暂的，你有什么感受？你要如

何去克服这个困难？Are you currently facing problems?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 know 

that you are a citizen of heaven and problems are only short-term? How are you going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Q3. 你是否有活出你天国公民的身份？你目前渴望成长和突破的品格或行为是什么？彼此分享

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Do you live as a citizen of heaven? What is the character or 

behaviour that you are currently eager to grow and see breakthrough? After sharing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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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