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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2 周（2020 年 10 月 11 日–2020 年 10 月 17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 

目的：为生命中的大小事感恩。 

内容：每位组员轮流说“我感恩，因为。。。。”， 

比如“我感恩，因为今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去上班”等句子； 

组员一直轮流分享直到带领者说“停”为止，带领者可以让组员有 10 分钟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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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里 
Ti Ia-So' Lai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Tui ta* tit kau eng eng oan oan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救恩赐给你 
Kiu un su ho' li 

祂是全能的救主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咱当信靠祂 
Lan tioh sin kho I 

你若心里有忧愁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应当向主求 
Eng tong hiong Chu kiu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平安赐给你 

Peng an su ho' l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拭干我目屎 
Sia* lang oe chhit ta goa bak s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互我得安慰 
Sia* lang oe ho' goa tit an ui 

 

*虽然我的肉体及我的心肠 
Sui jian goa e jiok the kap goa e sim tng 

渐渐地消退 
Chiam chiam e siau the 

总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力量 
Chong si Siong-te si goa sim lai e lat liong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Si goa e hok hun, tit kau eng 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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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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在天上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0 月 3 日 

 

彼得前书 1 Peter 4:1-19 (CCB) 

1 既然基督曾在肉身上为你们受苦，你们也要怀着同样的心志，因为肉体受过苦的人已经与罪

断绝了关系，2 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服从上帝的旨意。3 你们从前长期

沉溺于异教徒的嗜好——淫乱、纵欲、醉酒、狂欢、宴乐和可憎的偶像崇拜。4 如今你们不再

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觉得奇怪，就用恶言毁谤你们。5 但他们将来必须向审判活人和死人的

主交账。6 正因如此，福音也曾传给已死的人。这样，他们的肉体虽然像世人一样受了审判，

他们的灵魂却可以靠上帝活着。7 万物的尽头快到了。因此，你们要谨慎自律，警醒祷告。8

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因为爱可以遮盖许多罪。9 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10按着自己

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样恩典的好管家。11 能讲道的，要按着上帝的话去讲；能服

侍人的，要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去服侍。这样，上帝会借着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上得到荣耀。

愿荣耀和权能都归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12 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有火一般的试炼临到

你们，不要觉得奇怪，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13 反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起

受苦。这样，你们在祂的荣耀显现时可以和祂一同欢喜快乐。14 如果你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辱

骂，就有福了！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15 你们谁也不可因杀人、偷盗、作恶或

管闲事而受苦。16 若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觉得羞耻，要因这身份归荣耀给上帝。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先从上帝的家开始。如果审判要从我们开始，那些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

会有怎样的结局呢？18 如果义人得救尚且不易，不敬虔的人和罪人会有什么下场呢？19 所以，

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继续专心行善，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信实的造物主。 

 

使徒彼得在这经文里所要带出的主题就是“要为着上帝的荣耀而受苦”。我们受苦能荣耀上帝

的关键，不是在于我们所受的苦是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去经历这个苦。 

 

彼得前书 1 Peter 4:16 (CCB) 若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觉得羞耻，要因这身份归荣耀

给上帝。 

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自称是基督徒就将会受苦，而生活在有宗教自由的

新加坡，我们不会体验到这种苦。我们不会因为是基督徒而遭受杀害、逼迫或辱骂。但对于当

时领受这封书信的基督徒，这段话是非常贴切的，他们正在经历被逼迫的时刻。 

另一种解释是：身为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者，我们会根据主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就因为我们跟

随主的道而生活，必然会经历一些苦，必须付上一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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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 Peter 4:2-3 (CCB) 

2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服从上帝的旨意。3你们从前长期沉溺于异教徒的

嗜好——淫乱、纵欲、醉酒、狂欢、宴乐和可憎的偶像崇拜。 

我们不再以属世的方式来生活，不再追求自己的私欲，我们所追求的是上帝美好的旨意。 

 

路加福音 Luke 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若要跟随耶稣，我们就必须舍己，愿意付代价。 

 

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在这地上是会受苦受难的。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展现出天国的真实。在这

混乱的世代里面，当我们选择以上帝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别人就会看见天国的样子在我们当中。 

 

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展现天国在人间？我们需要成为一个： 

 

1. 彼此相爱的群体 A Community That Loves 

 

彼得前书 1 Peter 4:7-8 (CCB) 

7万物的尽头快到了。因此，你们要谨慎自律，警醒祷告。8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因为

爱可以遮盖许多罪。 

身为一个基督的群体，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不管有谁得罪或冒犯了我们，我们愿意选择原谅

对方，因为在主里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不要让这些罪行来胜过我们，而是要胜过这些罪行。

这就是爱能遮掩一切过犯的意思。 

 

彼得前书 1 Peter 3:8-9 

8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9不以恶报恶、以辱骂

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在基督的群体里面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

彼此真诚的相爱。 

 

约翰福音 John 13:35 (CCB)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让人看见我们的不一样，看见我们彼此真诚相爱，他们就会看见天国的

真实。有上帝的地方就有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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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爱的基督群体里，许多小的过错，甚至大的过犯，都容易被人遗忘。但如果没有爱，

每一句话都会被人怀疑，每一个举动都会引起误会，结果冲突不断。这就让撒旦感到非常喜

悦。” —— 古德恩 

 

2. 彼此服侍的群体 A Community That Serves 

 

彼得前书 1 Peter 4:9 (CCB) 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 

使徒彼得吩咐我们在基督群体之外，向陌生人施展爱心，服侍他们，展现天国的真实。服侍自

己群体是很容易的，但要去关爱和服侍陌生人，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何况使徒

彼得说的是不发怨言，要甘心乐意的去做。我们服侍他人不是一个自然的方式，而是一个超然

的方式。上帝会给我们加添力量，好让我们去服侍陌生人。 

 

马太福音 Matthew 25:34-40 

34...‘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35因为我饿了，你们

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36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37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

你吃，渴了给你喝？38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39又什么时候见

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40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

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当着我们是在服侍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发怨言，而是开心地服侍。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23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当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从心里做的，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

能够侍奉主、服侍人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我们就不可能会发怨言。 

 

彼得前书 1 Peter 4:10-11 (CCB) 

10按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样恩典的好管家。11能讲道的，要按着上帝的话

去讲；能服侍人的，要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去服侍。这样，上帝会借着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上

得到荣耀。愿荣耀和权能都归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上帝赐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恩赐，我们要使用它来彼此服侍，要本着上帝所赐的力量去服侍。上

帝与我们同在，祂会帮助我们彼此服侍。 

 

没有任何深渊比神的爱更深。 —— 彭柯丽  

不要害怕把未知的未来交托给一位全知的神。 —— 彭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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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 Peter 4:19 (CCB) 所以，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继续专心行善，将自己的灵魂交

托给那位信实的造物主。 

身为基督徒，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当其他人在想着如何保护自己，我们要向上仰望着上帝，

祂就会指引我们往外的接待陌生人，服侍他们，这就能展现天国的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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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你会选择自保，还是用你的恩赐去服侍他人？When you are in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will you choose to protect yourself or use your gifts to serve 

others? 

 

Q2. 当你在群体当中遇到意见分歧、冲突或争议时，你将如何展现出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心？

When you encounter disagreements, conflicts or disputes in a community, how will you 

show that you love and serve one another? 

 

Q3. 你认为你的小组可以在社区里做些什么，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群体，展现天国

的真实。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What do you think your cell group can do 

in the community, becoming a community that loves and serves one another, showing 

the reality of heaven. After taking turns to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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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预订坚信浸信教会的红包封套 2021 

• 如果你想获取 2021 年坚信浸信教会农历新年的红包封套，请上网预订     

fcbc.org.sg/redpacket2021。 

• 红包封套一套五个，每位会友最多可获赠两套。 

• 我们将透过邮寄的方式，于 2021 年 2 月初之前送到你的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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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订取表格将于 10 月 14日截止预订。 

 

• “华语生命栽培”课程 

线上(Online Zoom)“生命栽培一和二”(LC1&2) 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生命栽培一 » 11月7日(星期六) 

          生命栽培二 » 11月21日(星期六) 

时间：4pm–5.30pm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11月3日(星期二) 

请你们鼓励还未完成经历神营会的组员到链接报名，预备他们去经历神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