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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3 周（2020 年 10 月 18 日–2020 年 10 月 24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 

题目：圣经人物竞猜 

目的：本次破冰的目的是要制造活跃的气氛，并激发组员熟读圣经和了解圣经人物 

内容：带领者准备一些纸条并在每一张纸条上写上不同的圣经人物。将所有人分为两组，每组

挑选一个志愿者，让他从所有纸条中随意抽取一张。然后让他通过表演的方式给出提示，帮助

他小组的人在一分钟内猜出圣经人物是谁。这个游戏可以玩三轮，在两个小组中展开比赛，看

哪个组在最短的时间猜中最多的圣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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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Chu Ia-So'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我口敬拜祢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哦我主, 当敬拜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因祢爱, 救赎我 
In Li ai, kiu siok goa 

脱罪恶入光明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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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刚强到最后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0 月 10 日                                       

 

彼得前书 1 Peter 5:1-11 (CCB) 

1 我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将分享以后所显明的荣耀。我以长老的身份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

2 务要牧养上帝托付给你们的羊群，按着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地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

是为了谋利，而是出于热诚。3 不要辖制托付给你们的羊群，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4 等到大

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5 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大家都要存

谦卑的心彼此服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6 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

谦卑，时候到了，祂必擢升你们。7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因为祂眷顾你们。8 你们务

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以吞吃的猎物。9 你们

要以坚固的信心抵挡它，要知道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在遭受同样的苦难。10 你们忍受短暂的

苦难之后，广施恩典、在基督里呼召你们享受祂永远荣耀的上帝必亲自复兴你们，使你们刚强、

笃定、坚立。11 愿权能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是使徒彼得写信给教会的结尾部份，通常最后的几句话，是重要的几句话。使徒彼得要教会

明白，上帝的子民是被呼召在祂疼爱的世界里，一起刚强到最后来为基督作见证，成为世界之

光！ 

 

那我们要如何一起刚强的完成我们为主在世上作见证，成为世界之光？ 

 

1. 忠心牧养 Be faithful in shepherding 

 

彼得前书 1 Peter 5:2 (CCB) 务要牧养上帝托付给你们的羊群...  

这句话带出了耶稣曾经三次向彼得所说的话： 

 

约翰福音 John 21:15-17 (CCB) 

15 吃过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16 耶稣第二次问：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

牧养我的羊。”17 耶稣第三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三次

这样问他，就难过起来，于是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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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喂养我的羊。 

 

耶稣托付教会去关心与牧养羊群，我们只要是教会的一份子，无论我们的身份或才能，我们必

须共同努力，带领每一只羊越过终点线。羊群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的羊，也包括教会以外的羊。 

 

约翰福音 John 10:16 (CCB) 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

的声音。这样，我所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来带领。 

无论小组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进行，都必须去接触及关心所有的羊。使徒彼得要我们探讨

的是：我们是否已经不忠心于或失去了对耶稣所有羊群的爱与关怀的心？失去一只羊对我们还

重要吗？ 

 

彼得前书 1 Peter 5:2-3 (CCB) 

2 务要牧养上帝托付给你们的羊群，按着上帝的旨意甘心乐意地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

是为了谋利，而是出于热诚。3 不要辖制托付给你们的羊群，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A) 要愿意服事 - 带着喜乐之心  

B) 要成为榜样–身教比言教更有效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生命这么短暂，什么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投资是什么？为什么我

要活着？什么是最重要？最伟大的投资就是做耶稣基督永恒的工作。” —— 陈玉昆牧师 

 

彼得前书 1 Peter 5:4 (CCB) 等到大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是荣美的，在我们无力时，仰望我们的好牧者——耶稣基督；再继续

往服事路上前进！ 

 

2. 苦中坚定 Be steadfast in suffering  

 

彼得前书 1 Peter 4:12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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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书 1 Peter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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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为苦难而做预备，正面迎接苦难！ 

 

A) 谦卑顺服 

彼得前书 1 Peter 5:5-7 (CCB) 

5 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大家都要存谦卑的心彼此服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

卑的人。6 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时候到了，祂必擢升你们。7 你们要把一切忧

虑卸给上帝，因为祂眷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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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众人要谦卑，彼此顺服，跨代之间相互顺服与谦卑。 

彼此谦卑和顺服的姿态，是教会家庭一起刚强到底的关键！ 

 

B) 谨慎警醒 

彼得前书 1 Peter 5:8-9 

8 你们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以吞吃的猎物。

9 你们要以坚固的信心抵挡它，要知道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在遭受同样的苦难。 

- 不要独自行动 

- 毫无警觉性的 

- 不要轻易放弃的 

我们不是一人，还有各地的弟兄姐妹; 成功者绝不放弃，放弃者绝不会成功。 

 

“凡事不怕慢，只怕没有坚持到底的力量；有坚持的力量终究会到达目的地。“ —— 沉保罗 

<真知灼见> 

 

希伯来书 Hebrews 4:16 (CCB) 所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何赐恩的宝座前，好领受怜悯和

恩典，作随时的帮助。 

我们不是孤单一人，在上帝的国度里我们共同站立，就能保持坚定。 

 

彼得前书 1 Peter 5:10-11 (CCB) 

10 你们忍受短暂的苦难之后，广施恩典、在基督里呼召你们享受祂永远荣耀的上帝必亲自复

兴你们，使你们刚强、笃定、坚立。11 愿权能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苦难只是短暂的；苦难来，恩典来；享受祂永远的荣耀！  

 

“在短暂的年日里，我们将进入永恒。在我们到那里之前，让我们为基督多做些事。” —— 

安·哈塞尔丁·贾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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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目前是组员或组长，你要如何忠心地牧养？Regardless whether you are 

currently a cell member or leader, how do you shepherd faithfully? 

 

 

 



 

 

5 

 

 

Q2. 作基督徒为上帝受苦，要在苦中坚定。你能做到吗？你要怎么坚定？轮流分享后，组长带

领大家一起祷告。To be a Christian and suffer for God, we must be steadfast in suffering. 

Can you do it? How can you be stead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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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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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