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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9 周（2020 年 9 月 20 日–2020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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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风采 

目的：用物件自我介绍 

时间：10 分钟  

内容：组长说：“从一件衣服，可看到真我流露，你身上的物品也不例外。” 

1. 用几分钟在房中或自己身上找一样可以代表自己的物件。 

2. 各人分享所选的物件，解释理由。例如：“我选这手表，因为它代表我很有时间观念…。” 

3. 分享之后可互相代祷，感谢神赐我们这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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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唱歌跳舞赞美祂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I si Ia-so'  I si Ia-so'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我要来赞美祂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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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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公平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9 月 12 日              

 

彼得前书 1 Peter 2:13-25 (CCB) 

13 为主的缘故，你们要服从人间的一切权柄，不管是居首位的君王，14 还是被君王派来赏善

罚恶的官员。15 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使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哑口无言。16 你们是自

由的人，不要以自由为借口去犯罪作恶，要做上帝的奴仆。17 要尊重所有的人，爱主内的弟

兄姊妹，敬畏上帝，尊敬君王。18 你们做奴仆的，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

温和的，也要顺服那凶暴的。19 因为人若为了让良心对得起上帝而忍受冤屈之苦，就会得到

恩福。20 如果你们犯罪受责打，能够忍受得住，有什么功劳呢？但如果你们因行善而受苦，

还能忍受，就是上帝所喜悦的。21 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

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追随祂的脚步。22 祂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23 祂被辱骂也不还口，

被迫害也不扬言报复，只把自己交托给按公义施行审判的上帝。24 祂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

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着罪死了，可以过公义的生活。因祂所受的鞭伤，你们得到了医治。

25 从前你们好像是迷路的羊，现在却归向了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护者。 

 

在彼得前书第 2 章的后半段，彼得谈到了很多有关顺服的功课。因为顺服是基督徒的本性，是

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当彼得叫当时的外邦基督徒要顺服权柄时，他不只是指要顺服属灵的领

袖，也要顺服于当时国家的统治者。 

 

彼得前书 1 Peter 2:17 (CCB) 要尊重所有的人，爱主内的弟兄姊妹，敬畏上帝，尊敬君王。 

当时最强大而有权力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跟据记载，尼禄王就是当时第一个压迫杀害基督徒

的罗马帝国的君王。当时罗马帝国统领很多地方，包括小亚细亚、耶路撒冷等等。无论基督徒

身在何处，他们都会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有些基督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些被火烧死，有

些被扔到舞台上被动物吃掉。所以当彼得说要尊敬罗马帝国的君王尼禄王时，那些被逼迫的基

督徒都觉得不公平。 

 

在不公平的世界中，需要抓紧的两大真理： 

 

1. 人生虽不公平，但神仍是美善 Life is unfair, but God is good 

 

彼得前书 1 Peter 1:1 (CCB) 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蒙上帝拣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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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基督徒不但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也遭到犹太基督徒的拒绝，经历

了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因为犹太人会说自己才是被上帝拣选的，而不是外邦的基督徒。因为在

旧约里，“拣选”通常都是用来描述上帝所拣选的犹太人。 

可是在这里彼得跟外邦基督徒说，他们也是被上帝拣选的。彼得要外邦的基督徒知道，他们是

不会被上帝弃绝的。 

 

加拉太书 Galatians 3:26-29 (CCB) 

 

26 你们都借着信基督耶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27 因为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28 从

此不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自由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因为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了。

29 你们若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照着上帝的应许承受产业的人。 

当时这个分歧是一件很大的事，所以使徒彼得和保罗都得去应付这些事情而做出解答。彼得就

对着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说出这个真理。他们的确是面对不公平的对待，可是上帝仍是美善的。

祂并没有遗忘他们，并没有抛弃他们。上帝要彰显这个真理，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在彼得前书 2 就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榜样。 

彼得前书 1 Peter 2:21-23 (CCB) 

21 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追随祂的脚

步。22 祂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23 祂被辱骂也不还口，被迫害也不扬言报复，只把自

己交托给按公义施行审判的上帝。 

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认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祂虽然没有犯过罪，却背负了我们的罪而死。然而祂没有做出

任何的报复或回应，因为祂深知人生虽不公平，但上帝仍是美善。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就是在

23 节后半段：只把自己交托给按公义施行审判的上帝，因为祂知道上帝是谁。 

 

诗篇 Psalm 100:5 (CCB) 因为耶和华是美善的，祂的慈爱千古不变，祂的信实世代长存。  

当我们遇见不公平、最困难的逆境时，要记得上帝乃然是美善的。 

 

2. 人生虽不公平，但神仍然是神 Life is unfair, but God is God 

 

彼得前书 1 Peter 2:18 (CCB) 你们做奴仆的，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

的，也要顺服那凶暴的。  

彼得说要顺服尼禄王，但他没有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他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些非常恶劣的环

境之下，不要让怒气来控制我们。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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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若是我们让愤怒来控制我们的话，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彼得前书 1 Peter 2:23 (CCB) 祂被辱骂也不还口，被迫害也不扬言报复，只把自己交托给按

公义施行审判的上帝。 

耶稣当时正在经历这些非常不公平的逆境。可是耶稣並没有选择为自己伸张公义，或做出任何

报复的行动，而是选择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是施行公义的神。耶稣这样做是因为祂完完全全的

信靠上帝。 

 

罗马书 Romans 12:19 (CCB)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私自报复，要让上帝来审判，因为圣经

上说：“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公正在于主的手中，祂会将公正给实行出来。无论这个世界发

生那么的不公平，也不会改变上帝是美善的，上帝仍然作王，是上帝这两大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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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什么是公平？请分享你遭遇过让你觉得不公平的事。What do you think is 

fairness? Please share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experienced that made you feel unfair.  

 

Q2. 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也不会改变上帝是美善的事实。你认同吗？请分享你的经

历。No matter how unfair this world is, it will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God is good. Do 

you agree?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Q3. 当你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你是否还能够相信与依靠上帝？你仍然相信上帝是神？When 

you encounter unfair treatment, can you still believe and trust God? Do you still believe 

that God is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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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