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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51 周（2020 年 12 月 13 日–2020 年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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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感情存款   

目的：增进组员之间的感情和小组凝聚力 

内容：请每个组员找一个比较熟悉的组员，两人彼此向其他组员介绍对方的两个优点和一件令

你印象深刻的事（每人限时 3 分钟以内）。如果有新朋友，请邀请他的组员为大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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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等候在祢的面前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天军向祢跪拜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主我双手举起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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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来爱主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2 月 5 日 

 

马可福音 Mark 12:28-31 

28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

呢？”29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3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31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

条诫命更大的了。” 

 

有一个文士来试探耶稣，问祂摩西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耶稣回答说：“你要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耶稣的回答不只胜过那个文士的试探，

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最大的诫命就是爱，我们要爱神和爱人。 

 

约翰一书 1 John 4:19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之所以能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上帝如何显明祂对我们的爱： 

 

A. 爱的供应 

罗马书 Romans 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

地赐给我们吗？ 

上帝把一切的创造都交给我们人类来看守、管理和享受。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上帝所

供应的。 

 

B. 爱的保护 

诗篇 Psalm 121:5,7   

5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7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上帝保护我们，使我们安然无恙，心里有平安。 

 

C. 爱的救赎 

罗马书 Romans 5: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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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夏娃犯罪使人类陷在罪恶中，上帝却用爱救赎了我们。祂舍去自己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成就了救恩。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6:22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 

我们要爱主，祂供应、保护以及救赎我们，显明了祂对我们的爱。不爱主的人会得诅咒。 

 

加拉太书 Galatians 3:13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

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一个人若不懂得爱主，不相信主为他承受咒诅，那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牺牲都与他无关。

他必要自己去承担罪的刑罚，承受律法的咒诅。  

 

如何全心全意来爱主： 

 

1. 尽心 - 用我们的心 With all your heart – Use your heart 

 

箴言 Proverbs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心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人若用心去做事，就会很专心，很努力，成功的机会很大。

尽心爱主的人，每天必定会花时间藉着读经、祷告和敬拜来亲近祂。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尽心爱主的人，会把自己的心完全交托给主。他会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全心去了解什么是

讨主喜悦的事，然后尽心去做。 

 

约翰福音 John 3: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主最喜悦的事，就是看到世人得救。所以，若我们尽心爱主，要愿意去传福音，为主作见证，

带人信主，叫世人因祂得救。 

 

2. 尽性 - 用我们的生命  With all your soul – Use your life 

 

尽性的“性”，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Soul”，就是“灵魂”的意思，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生命。

因为一个人若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所以，“尽性爱主”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爱主。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做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

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做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要像使徒保罗一样，让主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爱的人，让祂排在我们生命中第一位的。没有

任何人或东西能比祂更高，能取代祂的位置。我们要尽性来爱主，愿意为主付出我们生命的一

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赐给我们的，让我们使用这些东西去与别人分享，祝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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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Galatians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尽性爱主的人必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让主来掌管他的生命。他会以主为他生命的中心，他所

做的一切都会围绕着主，主交代他去做什么，他一定会照做。 

 

3. 尽意 - 用我们的意念和意志 With all your mind – Use your mind and will 

 

“尽意”就是用我们的“意念”和“意志”来爱主。 

 

“意念”就是用我们的头脑和思想来爱主。真正的爱并不是盲目的，我们要尽量去认识主。 

尽意念爱主的人一定会花时间读主的话语，从话语里面更多地认识主。我们便会知道什么会让

主感到开心，什么会让主感到悲伤，什么是主看重的，什么是主关心的。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2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

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当我们尽意念去爱主，让主的真理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我们自然就会与主同行，走在真

理的道路上。 

 

“意志”就是用我们坚定的意志力来爱主。意思就是无论前面的日子如何的困难，生活的情况

如何的充满挑战，有多大的苦难，我们仍然坚定要爱主，永不改变。 

 

主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都顺顺利利。我们在服侍的道路上，难免会感受到酸、甜、

苦、辣的滋味。我们会经历沮丧、寂寞、孤单等这些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用忍耐和坚强的意

志来面对这些试炼，使我们永远爱主。 

 

4. 尽力 - 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 With all your strength – Use your strength and ability 

 

尽力的“力”是指力量和能力。“尽力”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力、所有的一切来爱主。这包

括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体力。这些东西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要愿意奉献给主，被主使用。 

 

一个人若说爱主，但只把服侍的事工当着是要完成基督徒的责任，他做的时候没有精神和动力，

也没有努力做出好成绩。这显然是他没有尽力侍奉主，也表明了他没有尽力爱主。主很疼我们，

祂很重视祂所创造的人类，给了每个人足够的力量、能力和资源，以致我们能尽一切来爱祂。 

我们要学习路加福音21章所记载的穷寡妇，她把一切养生的全拿出来奉献，耶稣说她所奉献的

比众人更多；我们也要效仿马可福音14章所记载的妓女，她打破玉瓶，把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

的头上，耶稣说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她们都是我们必须学习尽力爱主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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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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爱主的人，每天必定会花时间藉着读经、祷告和敬拜来亲近祂。请分享主在过去几天

藉着经文对你说了什么？Those who love the Lord with all their hearts will definitely 

spend time daily to draw near to Him through scripture reading, prayer and worship. 

Please share what the Lord said to you through the scriptures in the last few days? 

 

Q2. 尽性爱主的人的生命会围绕着主，主交代他去做什么，他一定会照做。你是否会这样做？

为什么？The life of a person who loves the Lord with all his soul will revolve around the 

Lord, and he will do what the Lord has asked him to do. Will you do this? Why? 

 

Q3. 请分享你要如何使用你的意志，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仍然坚定地爱主？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exercise your will to remain firmly in love with the Lord in difficult days? 

 

Q4. 请分享你在哪一方面表明了你是一个尽力爱主的人？Please share in which area have 

you shown that you are a person who loves the Lor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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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