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52 周（2020 年 12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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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 1-2 项进行）：
1. 按照组员成为 FCBC 会友的时间由早到晚排列。轮流分享自己刚进入 FCBC 时，曾经参加
过的最有印象的教会活动、触爱社会服务活动或海外宣教等经验，也分享这个经验带给自
己的意义或冲击。
2. 轮流分享：用一句话来描述 FCBC。并且分享最初进入 FCBC 时，最让自己感动的诗歌/对
自己而言特别有意义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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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给我新的心

我要单单仰望祢

Chu Si Ai

Ho’ Goa Sin E Sim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主是爱, 主是爱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Chu si ai, Chu si ai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主爱永远不更改

手里拿著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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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主是爱, 主是爱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Chu si ai, Chu si ai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主爱永远不离开

求祢悦纳我的心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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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的人可看见

*哦我放我这颗心

In ui Li si goa oa kho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在祢的手里面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Ti Li e chhiu lai bin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请祢给我新的心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会明白祢的心意

顺服的人可听见

Oe beng pek Li e sim i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求帮助我, 主圣灵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给我越来越爱祢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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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祢是我依靠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仰望耶稣的荣光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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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如己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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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两条诫命：1. 爱主你的神；2. 爱人如己。圣经说，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那我们
怎么去爱看不见的神呢？
约翰一书 1 John 4:20-21
20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
看见的神。21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这是上帝亲自颁布的人伦关系的诫命，“爱人如己”要从自己做起。
要爱人如己就要有：
1. 愛护人的心 A heart that loves others
“爱人如己”的“人”字，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neighbour”，原文是“相近的，邻舍”的
意思。
路加福音 Luke 10:25-28
25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26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27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
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28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律法师把“爱人如己”说成“爱邻舍如同自己”，主耶稣没有说他讲错。耶稣说：“你回答的
是。”所以，这里所说的“人”，不单包括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更包括了我们一生当中
所遇见的每个人，甚至是你身边的邻居和陌生人；也包括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各个阶层的人。
按照“爱人如己”的诫命，我们对这些人都要关爱，因为《利未记》记载两条律法：以色列人
对本族同胞要“爱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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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记 Leviticus 19:17-18
17“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
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对同住在一起的外人要“爱他如己”。
利未记 Leviticus 19:34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
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爱人如己”和“爱他如己”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上帝知道以色列人的爱比较狭隘，往往只爱
同族同信仰的人而鄙视外人，所以律法特别另外规定“爱他如己”这一条，目的是要彰显上帝
的爱，维护同住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新约圣经也阐明了这个律
法原则。
彼得后书 2 Peter 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
心。
我们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地去对待他人，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他人。如果大家都能这样行，就可
以形成和谐良好的社会关系。
2. 关心人的心 A heart that cares for others
路加福音 Luke 10:29-37
29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30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
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31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32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
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33唯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34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35第
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36你想，
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37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
行吧。”
圣经记载当律法师问耶稣谁是邻舍的问题时，耶稣就设一个比喻。当三个人——祭司、利未人、
撒玛利亚人前后经过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身边时，只有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帮助了那个
受伤的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与异族通婚。因此正统的犹太人看不起撒
马利亚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伤者的真正邻居，因为只有他动了慈心，关心和帮助那个
受伤的人。要爱人如己就是要去关心，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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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宽恕人的心 A heart that forgives others
马太福音 Matthew 5:43-44
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
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有宽恕人的心，为你的仇敌或你不喜
欢的人祷告，你必须真正地希望某种好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上帝知道你的内心，你的祷告是
为他们向上帝求情。为他们祷告是为他们的转变，为他们的悔改，叫他们醒悟并意识到内心的
仇恨。我们的祷告能阻止他们在罪的恶性循环中下沉，使他们得着益处。
我们看耶稣的教导，祂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祂所说的话：
路加福音 Luke 23:34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祈求上帝赦免那些高喊钉祂十字架的人，赦免那些鞭打祂的罗马士兵。那些钉耶稣在十字
架上的人，实在没有可原谅的理由，但主耶稣却为他们找出可饶恕的理由来：“因为他们所作
的，他们不晓得。”，显然是出于祂的慈爱与怜悯。耶稣要我们借着宽恕他人和祷告来表达爱
人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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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是否有爱护人的心？请举一个例子。Please share if you have a heart that
cares for others? Please give an example.
Q2. 当你看到身边的人须要帮助时，你是否会伸出援手？为什么？When you see that people
around you need help, will you lend a hand? Why?
Q3. 你是否曾经为伤害过你或难以饶恕的人祷告 ？为什么？Have you ever prayed for
someone who has hurt you or is unforgivabl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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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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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12 月 26 和 27 日守圣餐

我们将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12 月 26 和 27 日）守圣餐。在准备圣餐的材料时，你可以使
用最接近我们平常在教会使用的材料：
o 准备饼：一小块的饼干、脆饼或白面包即可
o 准备杯：少量的红色果汁或饮料即可
聚会开始之前，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如果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
人。预备我们的心：
o 归向神：将我们的心重新献上给神，并为罪悔改
o 感谢神：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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