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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50 周（2020 年 12 月 6 日–2020 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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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时常面对不同的压力。在面对压力时，需要正确的宣泄和疏导的渠道。 

现在请大家轮流分享一下当你自己在面对压力时，你通常以什么方式减压，并说明为什么你喜

欢以这种方式减压。 

最后，组长总结并祷告恳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在面对生活的压力时，以健康的方式疏解压力而不

是以放纵的方式，凡事为荣耀上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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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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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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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真葡萄树    讲员：钟金明牧师 Ps Cheng Kim Meng 

讲道日期：2020 年 11 月 28 日 

 

约翰福音 John 15:1-8 

1“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

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3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4 你们要常在

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

面，也是这样。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

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6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

来扔在火里烧了。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

给你们成就。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耶穌在受死前的晚上，与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过后，在被出卖和被捉拿去钉十字架前，祂

和门徒在路上说了，这个重要的信息“我是真葡萄树”。 

为什么耶稣会选葡萄树来形容祂自己呢？圣经里面岂不是有黎巴嫩的香柏树，橄榄树，无花果

树吗? 

这些树都是又高又大的树，但耶稣完全不用这些树来形容祂。因为葡萄树根本没有自己的形象

和样式。耶穌却用了几乎不成树的葡萄树来形容祂自己，因为葡萄树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

因为“我的父栽培，我的父计划，我的父搭棚，我的父浇灌，使我今天能够成为怎样的形式，

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都是遵守祂的计划，这样成全了父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成就祂要我成

就的”。 

 

约翰福音 John 15:1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树干 - 耶稣（主干从土壤生出来，输送营养和水份） 

枝子 - 基督徒（枝子长出树叶，嫩芽和果子） 

栽培的人 - 天父（细心料理每根枝子，使它结出最好的果子） 

果子 - 好品格，好行为 

当耶稣基督用植物来描写自己的时候，祂选择了最柔，最弱，最顺从栽培者（天父）旨意的植

物，多结果子。 

父神是栽培者。祂的旨意/心意是要我们多结果子，使祂得荣耀。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以多

结果子的生命来荣耀上帝，和满足人的需要而作的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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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5:8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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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我材（每人皆天才）必有用。你我都是上帝奇妙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就连每个人的拇

指印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什么是果子： 

a. 好品格（素质）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2-23 

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这

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就是属灵的果子，我们要有主给我们的好品格。 

仁爱而不是自私；喜乐而不是忧伤；平安而不是不安；忍耐而不是急躁；恩慈而不是冷漠；良

善而不是邪恶；信实而不是善变；温柔而不是粗鲁；节制而不是放纵。 

结品格的果子的目的就是能越来越像耶稣，当人家看到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上帝。 

 

b. 传福音（数量）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1:6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 

我们要广传福音，使万民有机会听道而得救，结出福音的果子。 

 

c. 好行为 / 行善事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1:10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地多知道神； 

这是主的心意。 

 

马太福音 Matthew 5: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当人家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约翰福音 John 15: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

结果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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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子有四个程度： 

i. 不结果子 (no fruit)       v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 

ii. 结果子的 (some fruit)  v2 凡结果子的 

iii. 结较多果子 (more fruit)  v2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iv. 结最多果子 (much fruit)  v5, 8 多结果子 

 

如何多结果子？ 

 

1. 神的管教 - 停止犯罪（不结果子 → 结果子） 

God’s discipline – Stop sinning (No fruit to Some fruit) 

 

约翰福音 John 15: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希腊字 airo，翻译为“剪去”，也可翻译为“拿起”或“扶起”。 

 

马太福音 Matthew 9:6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耶稣吩咐瘫子，用了同一个字词“起来，拿你的褥子…” 

枝子若有病害，枯干和掉在地上，都不再能结果子。然而，枝子太宝贵了，不应剪除。应小心

被扶立起来，洗干净，重新绑在棚架上，不久会再生长。 

 

马太福音 Matthew 3:8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同样的，基督徒因为犯罪，而无法结果子。这些罪通常是好色、好钱、好“练”，就是肉体的

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天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浪费生命。 

当基督徒不结果子时，就要来到上帝面前，审查自己是否犯罪。求上帝管教，把我们扶立起来，

用祂的话语洁净我们，使我们远离罪恶，停止犯罪，再次结果子。 

 

箴言 Proverbs 3:12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因为天父爱我们，所以选择责备我们，为要使我们远离罪恶。 

 

希伯来书 Hebrews 12:11 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

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当上帝管教信徒的时候，目的是为了使他得益。上帝的完美管教，和人的管教是有不同的，有

时人的管教是不完美的。 

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彼得离弃了上帝的呼召，再次回去做渔夫。罪使他停止结果子。然

而，耶稣却去寻找他，让他再次经历神迹，捕获很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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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 Peter 2:12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

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彼得因为上帝的管教，远离罪恶，活出多结果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个人和小组都要审查是否有

结果子，如因犯罪而不结果子，就求上帝管教，以致我们悔改，远离罪恶。 

 

2. 神的修剪 - 除去旧我 （结果子 → 结较多果子） 

God’s pruning – Remove old self (Some fruit to More fruit) 

 

约翰福音 John 15:2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上帝管教是因为我们犯罪做坏事，但是修理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坏事。 

园丁修剪，是为了改善植物的健康和外貌，使它的花开得更灿烂，结出更多的果子。修剪是为

了将来，此刻的除去，带来日后的得着。 

也许我们正遇到挑战，这些生命的挑战就像园丁的修剪，有时是很痛的。我们要问一问自己的

生命是喜欢叶子，还是爱慕果子？有时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好多的叶子，这就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服事，所以上帝要剪除，让我们能结更多的果子；有时不是因为犯

罪，而是我们把时间、精神和才能等用在不对的地方，使我们没有空间来更好的服事神。 

这是生命性格的修剪，包括服事的态度，动机等，借着上帝的剪除，使我们的生命提高品质和

产量。 

也许我们现在正经历上帝的修剪，生命中有挣扎，这也是上帝要使我们结更多的果子。过程中，

也许上帝要我们学习忍耐，借着试炼和考验的修剪，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使我们的恩赐、

才干、金钱、财物等，都能很好的投资在上帝的事工上，使我们能更好的服事主。 

例子：上帝用约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和艰难的处境，来预备修剪约瑟，使他将来结出更多果

子。 

 

雅各书 James 1:2-4 

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

生忍耐。4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祂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3. 常在主里 - 与神亲近（结较多果子 → 结最多果子） 

Dwell in the Lord – Draw close to God (More fruit to Much fruit) 

 

约翰福音 John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

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服事的时候，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当我们自以为了不起时，就起不了。因为离了主，我们

就不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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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这个字，在 4-10 节重复生现 11 次，强调与主的密切关系，就如同树与枝子一样，没有

连结，就没有生命，也没有果子。树提供枝子营养，树的营养保持流到枝子，枝子才能健康强

壮，并多结果子。若要结最多的果子，就要主动地住在主里面，不在于为主做更多，而在于更

多在主里面。 

 

约翰福音 John 15:7,9 

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9“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我们要常在主的话语里面，常在祷告里面，常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是否常在主的爱里面，不是

的话，就很难结果子。 

例子：马大和马利亚的故事。马大因妹妹不来幇忙，而要求耶稣责备她。耶稣反而对她说：”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就说明了与上帝相交

的重要性。 

 

路加福音 Luke 10:41-42 

41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

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要学习操练每天都有上帝的同在。安排固定的时间，灵修祷告，专心与上帝相交只是一个

开始。要学习随时随地，乘车上班，收拾衣物，洗碗碟等，与祂相交，操练与上帝同在。 

当我们亲近上帝，就能使我们排毒，把不好的东西拿掉。我们也可以来到主里面充电，甚至上

帝会直接下载，告诉我们生命中所要成就的事。 

 

虽然现在仍在疫情期间，遇到许多挑战，但上帝预备我们要多结果子。我们学习在祂面前等候，

在疫情期间仍随时随地传福音，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将所有荣耀归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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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三方面结果子。你认为自己在哪方面结的最多，哪方面结的最少或无，为什么? 

We can bear fruit in three aspects. In which aspect do you think you bear the most fruit, 

and which aspect you bear the least or none, why? 

 

Q2. 你会允许上帝管教或修剪你以便结出更多的果子吗？哪个方面？Would you allow God 

to discipline or prune you in order to bear more fruit? Which aspect will i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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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你有困难常在主里吗？ 如果没有，与上帝亲近如何帮助你结最多果子？Do you have  any 

difficulty dwelling in the Lord? If not, how do drawing close to God helps you to bear 

much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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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欢庆圣诞 

• 我们不会于12月19和20日的周末进行例常的聚会。 

• 相反的，我们将以名为“我在家欢庆圣诞”的圣诞派对来庆祝圣诞节。 

• 此预录节目将于12月18日，星期五，晚上8.00，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进行首播。 

• 我们的主任牧师将带领我们玩游戏，唱圣诞颂歌与献上感恩。 

• 此节目亲儿童，并以三种语言即，英语、华语和福建话进行。 

• 首播后，你可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随时观看节目的3个视频。 

• 我们鼓励小组和家庭举行自己的圣诞派对，与朋友相聚，这将配合我们的节目。 

• 请注意并遵守社交聚会时的安全距离准则。 

• 你可上网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