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9 周（2020 年 11 月 29 日–2020 年 12 月 5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
题目：回到童年
目的：让大家回忆，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带给自己一生的影响。
1. 请每个人想小时候的三件事，两件事是真的，一件事是假的。（叙述事情不要太长，最好是
一句话。比如：保亮牧师小时候爸爸在台上讲道，他在台下用玩具枪扫射爸爸；保亮牧师 4 岁
时喜欢当爸爸的影子。）
2. 请组员轮流分享自己的三件事，让大家猜哪一件是假的。
3.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请组员分享其中一件真事带给自己的影响和当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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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主耶稣

我要单单仰望祢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Chu Ia-So'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主耶稣, 主耶稣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I si Ia-so' I si Ia-so'

Chu Ia-so', Chu Ia-so'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祂是我的神

用我口敬拜祢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 si goa e Sin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哦我主, 当敬拜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我要赞美祂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因为祢是我依靠

Goa beh o lo I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In ui Li si goa oa kho

*因祢爱, 救赎我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In Li ai, kiu siok goa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脱罪恶入光明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主耶稣, 主耶稣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仰望耶稣的荣光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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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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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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1 月 21 日
约翰福音 John 14:1-7
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
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4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5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6 耶稣说：“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7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
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约翰福音 John 14:6 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耶稣说出这句话，是在宣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教义。既然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
1. 跟从主的道路 Follow His Way
耶稣是唯一能到天父那里的路，是救恩之路，也是永生之路。
约翰福音 John 14:10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
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这句话是天父上帝赐给耶稣权柄所说的，所以我们要相信。
使徒行传 Acts 4: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
我们要跟从主的道路，若没有耶稣，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就如同迷失的羔羊，不知从那里来，
往那里去。我们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得祂的拯救，得祂的帮助，因为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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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跟从耶稣，我们要“舍己”，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就是“忘记自己”，愿意
忘记自己的需要，记念上帝国度的需要，为主作出牺牲；“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
“为了跟随耶稣愿意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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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6: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
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无论我们为了跟随主的道路而牺牲了多少，这些牺牲从来都不会多过主要奖赏，要回报我们的。
2. 遵守主的真理 Abide by His Truth
耶稣就是真理，在祂没有任何的虚假。耶稣所说的和所是的，全都是真的。耶稣说是，就是；
说不是，就不是。
马太福音 Matthew 24:35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因为耶稣是真理，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衪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永不改变的。
约翰一书 1 John 3:8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
灭魔鬼的作为。
这个世界充满着虚假，欺骗和谎言，因为全世界都在恶者撒旦魔鬼的手下。但耶稣基督（真理）
来了，衪要除去世界一切的虚假，要除灭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
约翰福音 John 8:31-32
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若我们要晓得真理，一定要遵守主的道。主的道就是神启示的圣经。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3:16-17
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遵守主的道就是“听道后，去行道”。主的话语叫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就照做。
约翰福音 John 14:23-24
23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24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若我们真的爱耶稣，就必定会遵守祂的道。
3. 活出主的生命 Live out His Life
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之路，走在这条路上，尽头就是天父的家，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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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得永永远远的生命，不是人死如灯灭的生命。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4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在主里的生命是一个重生和新造的生命。使徒保罗认识了耶稣后，耶稣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生命。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15-16
15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信耶稣有了全新的生命，就要活出主的生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 John 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耶稣很清楚祂来这世界的目的，就是要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拯救世人，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的生命跟耶稣一样，是有上帝的使命的，叫我们去行神所预备叫我们做的善事。行善最重
要的就是去传福音，而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去服侍人。
马太福音 Matthew 20: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
的赎价。”
我们的生命要像耶稣一样，愿意去服侍人。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会怎样服侍人，若是我们愿意，上帝必定赐给我们力量去服侍。因为我们
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圣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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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跟从耶稣，就要舍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愿意吗？请分享有什么东西是你目前还
不能为主牺牲的？If you want to follow Jesus, you have to deny yourself and take up your
cross, are you willing? Please share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still cannot sacrifice for
the Lord at this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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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遵守主的道就是“听道后，去行道”。主的话语叫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就照做。请分享你
在这方面有什么挣扎？To abide by the Lord's truth is to "hear the truth and walk in it."
We will do what the truth tells us to do. Please share what struggles do you have in this
regard?
Q3. 请分享在服侍的道路上，哪一方面是你最缺乏力量的？分享后，组长为大家祷告，祈求圣
灵加添力量给大家。Please share which aspect of your serving that you are most lacking
in strength? After sharing, the cell leader prays for everyone, asking the Holy Spirit to
strengthen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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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神的声音

为了那些有兴趣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培养聆听神声音的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聆听神的声音”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2020年12月9日 (星期三）
时间：傍晚 7.45 - 10.00 点
报名链接：https://forms.gle/VFnyNBQwExgi5fPb7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12月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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