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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0 周（2020 年 9 月 27 日–2020 年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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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钦佩的一个领袖是谁？你钦佩他/她什么？ 

2. 你有没有被诬告的经历？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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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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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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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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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开始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9 月 19 日 

 

彼得前书 1 Peter 3:1-7 (CCB) 

1-2 照样，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样，即使丈夫不信从真道，也会因为看见妻子贞洁和敬虔

的品行而被无声地感化。3 你们不要注重外表的妆饰，像编头发、戴金饰或穿华丽的衣服，4

要以温柔、娴静这些永不褪色的内在美为妆饰，这是上帝所看重的。5 从前那些仰赖上帝的圣

洁妇女，都是以这些来妆饰自己，并顺服自己的丈夫，6 正如撒拉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人。

所以，如果你们做对的事，不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7 你们做丈夫的也一样，要按情理与

妻子共同生活，因为她们比你们软弱。要敬重她们，因为她们和你们一同承受上帝施恩赐下的

生命。这样，你们的祷告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家是上帝所设立。在创世记二章，当上帝看见亚当一个人时，祂说：“那人独自一人不好，我

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创世记 Genesis 2:18 CCB)。接着上帝为亚当创造夏娃，二人就

成为一体，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在创世记三章，因为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犯了罪，从那

天开始夫妻间的关系不再和谐。 

在现今社会，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夫妻关系在结婚之后，变得越来越冷谈，面临破裂的危险。 

这样的婚姻生活并不是上帝所要我们建立的！彼得在劝勉基督徒要如何“从家开始”成为世界

之光时，并分别对做妻子的和做丈夫的给予正确的指示。 

 

彼得前书 1 Peter 3:1-2 (CCB) 

照样，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样，即使丈夫不信从真道，也会因为看见妻子贞洁和敬虔的品

行而被无声地感化。 

彼得首先教导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当时基督教的信仰刚刚传入当地，可能有些姐妹的丈夫还

没有信主，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见妻子的行为而被感化。 

 

同样的，彼得也对做丈夫的说： 

彼得前书 1 Peter 3:7 你们做丈夫的也一样，…要敬重她们… 

换句话说，丈夫对妻子应当要了解、体谅、尊敬、珍惜等，这样会让妻子因为看见丈夫生命的 

改变而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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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化我们的家庭，我们就必须拥有两种心态： 

 

1. 服侍的心 A Heart that Serves 

 

当我们服侍他人时，我们是在为他们做事，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之上。 

彼得首先教导做妻子的，该如何用服侍的心态，让还没有信主的丈夫能被感化认识耶稣。 

 

彼得前书 1 Peter 3:1-2 (CCB) 

照样，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样，即使丈夫不信从真道，也会因为看见妻子贞洁和敬虔的品

行而被无声地感化。 

这些还没信主的丈夫，是看见妻子贞洁和敬虔的品行而被无声地感化。彼得提醒当中的姐妹，

如果要使丈夫也能得救，方法不只是用话语，事实上话语的作用不大。这里指的是“顺服”而

不是“说服”。是透过自己的行为，带着一颗服侍的心，来感化丈夫。 

 

很少人是被说服来信耶稣，大部分都是被感动而敞开心扉接受耶稣。 

 

彼得前书 1 Peter 3:7 (CCB) 你们做丈夫的也一样，要按情理与妻子共同生活，因为她们比你

们软弱。要敬重她们，因为她们和你们一同承受上帝施恩赐下的生命。这样，你们的祷告就可

以畅通无阻了。 

同样的，如果丈夫得着救恩，但是妻子还没有，丈夫不可抛弃妻子，而是通过敬重、了解和珍

惜来感化妻子。这代表着不仅仅是用言语表达，更是在行为上的表现，是一种服侍的心态！ 

 

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原因： 

马可福音 Mark 10:44-45 

44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45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

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本来是可以在天堂享乐，但是祂选择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让我们得

着自由。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13 (CCB) 弟兄姊妹，你们蒙召得了自由，但不要以自由为借口来放纵

情欲，要本着爱心互相服侍， 

保罗在这节经文里做了很好的解释：我们要互相服侍。我们要在家里成为世界之光，就必须拥

有一颗服侍的心，愿意为自己的丈夫/妻子付上代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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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服的心 A Heart that’s Surrendered 

 

“想要拥有⼀个幸福的婚姻，需要夫妻两⼈成为⼀体，愿意为彼此付出，愿意共同花时间來经

营婚姻，才能越⾛越⽢甜。” —— 刘群茂 

 

所以在婚姻里不是要去计算什么权利和义务，因为两人是彼此需要的，两人也是为了彼此而存

在的。 

 

“美满的婚姻是在尊荣和尊重的气候里茁壮成长” —— 刘群茂 

 

没有降服的心就很难有服侍的心。当我们谈到降服的时候，指的不是去降服另一个人或是更高

的权势。我们常常对“降服”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觉得它是非常负面的，认为那是一件非常可

耻的事，一种认输的行为，一种被权势的操纵。 

所以，我们要降服的对象不是任何人而是上帝！对基督徒来说，降服其实是一个得胜的心态，

因为我们是降服在爱我们的上帝之下！降服是一种信靠执政掌权和伟大慈爱的上帝的表现。 

因此，彼得在第三章开始就先劝勉做妻子的，要怎么样对待丈夫，顺服丈夫。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11-12 (CCB) 

11 不过在主里面，女人不可没有男人，男人不可没有女人。12 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而来，男人

又是女人生的，但万物都是来自上帝。 

使徒保罗教导：女人并不比男人优越，男人也不比女人突出，他们同时来自上帝，二人需要互

相依靠，彼此扶持。 

 

彼得前书 1 Peter 3:1 (RCU17SS) 同样，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使徒彼得并没有提及到男女关系，更没有教导女人的地位比男人低。 

彼得教导的是丈夫和妻子的相处模式。一个做妻子的，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 ！彼得并没有教

导女人要顺服天下所有的男人，他也没有提到做妻子的要顺服所有做丈夫的。彼得在这里纯粹

是教导一个妻子和她自己的丈夫该如何相处！ 

 

彼得前书 1 Peter 3:7 (CCB) 你们做丈夫的也一样，要按情理与妻子共同生活，因为她们比你

们软弱。要敬重她们，因为她们和你们一同承受上帝施恩赐下的生命。这样，你们的祷告就可

以畅通无阻了。 

希腊文“软弱”其实有不同的层次，软弱可以是指在“体力上”，在“情感上”，在“意志力”

方面等，可以是其中一个层面，也可能是指不同的层面。这可能是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 

在当时，通常还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地位在社会里比较不被看重。但是，彼得要教导做

丈夫的，你的妻子虽然是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但是丈夫不可利用这点而轻看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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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应该尊重她，关爱她！圣经其实没有分享“丈夫比妻子优越，因为在神的眼里，丈夫和妻

子是一同继承神所赐的产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家庭，我们需要有一颗降服的

心，原意放下自我和自尊，爱我们的妻子，关心我们的妻子！ 

 

同样的，彼得教导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时候，信主的妻子如果对于顺服丈夫有很大

的挣扎，她们根本的问题可能与她们是否降服神有关，换句话说，她们不完全降服信靠神！ 

 

彼得前书 1 Peter 3:6 (CCB) 正如撒拉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人。所以，如果你们做对的事，

不怕恐吓，就是撒拉的女儿。 

这里提到撒拉顺服亚伯拉罕。 

 

彼得前书 1 Peter 3:5 (CCB) 从前那些仰赖上帝的圣洁妇女，都是以这些来妆饰自己，并顺服

自己的丈夫， 

撒拉可以顺服亚伯拉罕，因为她仰赖上帝！她顺服亚伯拉罕，并称他为主人，因为她对上帝有

信心！所以重点是，不论谁比较优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所拣选，所按立的领袖，

在家里的是你的丈夫，你要愿意用一颗服侍的心，一颗降服上帝的心，去顺服他。 

 

降服至极的示范是耶稣。  

耶稣在被钉死的前天夜，将自己降服於上帝的拯救计划中。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时说：“阿爸，

父啊，你无所不能，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马可福音 

Mark 14:36 CCB)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5-8 

5 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6 祂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

的地位不放，7 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8 祂以人的样子出现

后，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家庭，我们就必须有一颗服侍的心，这就是耶稣

来到世上的原因。耶稣有一颗降服的心，祂虽然跟天父同等，但是祂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

的形象，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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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服侍人容易吗？你会面对什么挑战？你要怎么克服？Do you find it easy to serve 

people? What challenges will you face? How do you over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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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要怎么培养降服的心？请分享。How do you cultivate a heart that is surren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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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