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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0 周（2021 年 3 月 7 日–2021 年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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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点子 

目的：动一动脑筋 

内容： 

如果你需要负责买$10 的茶点供给正在开会的 20 个人，你会怎样做使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分组想一想，有何创意点子，每一组派代表轮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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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救恩赐给你 
Kiu un su ho' li 

祂是全能的救主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咱当信靠祂 
Lan tioh sin kho I 

你若心里有忧愁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应当向主求 
Eng tong hiong Chu kiu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平安赐给你 
Peng an su ho' li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上帝对咱真爱疼 
Siong-te tui lan chin thia* thang 

咱当怎样来报答 
Lan tioh chai* iu* lai po tap 

跟主己经几落冬 
Te Chu i keng kui loh tang 

信心行踏当配合 
Sin sim kia* tah tioh phoe hap 

大家同心相爱疼 
Tai ke tang sim sio thia* thang 

相爱疼, 相爱疼 
Sio thia* thang, sio thia* thang 

咱当相爱疼 
Lan tioh sio thia* thang 

无限的爱 
Bo Han E Ai 

 

主祢是我的生命 
Chu Li si goa e se* mia 

风雨同心逗阵走 
Hong ho' tang sim tau tin kia* 

梦中有祢甲阮来作伴 
Bang tiong u Li kap goan lai choe phoa* 

脚步有祢的引导 
Kha po' u Li e in chhoa 

(2X) 
 

感谢祢对阮的爱 
Kam sia Li tui goan e ai 

给我机会对头来 
Ho' goa ki hoe tui thau lai 

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 
Thi* teng peh hun phoa* goan chau 

thian gai 

天使永远甲我同在 
Thi* sai eng oan kap goa tang chai 

 

*我欲大声唱互人知 
Goa beh toa sia* chhiu* ho' lang chai 

耶和华有无限的爱 
Ia-ho-hoa u bo han e ai 

世间的人拢来敬拜 
Se kan e lang long lai keng pai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Ia-ho-hoa si oan choan 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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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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满人间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2 月 27 日 

 

路加福音 Luke 6:27-28,35 

27“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28 咒诅你们

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35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

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

的。 

我们生命中感到满足和喜乐的一件事，就是能与每一个人有良好的关系，能相处得很好。这是

上帝要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祂吩咐我们去善待所有的人，就算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要好好

地对待他们。 

 

“一个人在各方面能成功，百分之二十是知识和技能，百分之八十是人际关系。”——卡耐基 

 

有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或条件不好，而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跟

别人好好地相处。上帝要我们善待别人，不要老想着别人可以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应该想的

是我们能够怎样去祝福别人，善待别人。 

 

我们要认识到“善待他人”的三个重要的功课。 

 

善待他人 Doing Good to Others： 

1. 是上帝的心意 Is God's Heartbeat 

 

路加福音 Luke 6:35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

作恶的。 

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去善待、帮助、鼓励和安慰那些上帝带到我们生命中的人，而不是批评、

论断、指责或拒绝他们。 

 

以赛亚书 Isaiah 61: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

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像主耶稣一样去服侍人，善待人，完成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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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用爱来善待每个人。我们要多看别人的优点，接受他的缺点，

忘记他的过犯。因为唯有这样的人才愿意走出去，去祝福别人、接纳别人、善待别人。 

 

2. 是自己的祝福 Is Our Blessing 

 

路加福音 Luke 6: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

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一个喜欢祝福和善待别人的人，其实最蒙福的是他自己本人。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上帝也

会祝福我们，我们给出去的永远不会多过于上帝回报我们的。 

 

我们要常常审察自己的生命，是否有善待别人。我们要学习耶稣，祂在世上碰到任何人时，总

是问“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当我们愿意去善待和帮助别人，在我们自己有

需要的时候，上帝必定会善待和帮助我们。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9:6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千万要记得“施比受更为有福！” 

 

3. 使世界更美好 Makes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因着我们善待别人，在别人的生命中撒下良善的种子；因着我们的帮助和鼓励，在别人生命中

留下恩典的记号，这会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当一个人受到善待，他也会同样去善待别人。 

 

加拉太书 Galatians 6:10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当每天出门之前，跟上帝祷告，求祂给我们机会，可以向众人行善，成为别人的天使。当我们

鼓励人、安慰人、接纳人，我们就是投资在别人身上，在他们的生命中撒下种子，这种子会慢

慢生根发芽。 

 

让我们都成为好的榜样，因着我们愿意善待他人，让别人在我们生命中看到耶稣的生命。这种

善待他人的生命将会永远延续下去，绵延不绝，形成良性的循环。我们不要怀疑，只要我们愿

意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机会改变这个世界，使这世界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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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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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既然善待他人是上帝的心意，请分享你要以什么具体的行动去善待他人。Since doing 

good to others is God's heartbeat, please share what specific actions you would take 

to do good to others. 

 

Q2. 施比受更为有福。请分享一项你善待他人而自己得到祝福的经历。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Please share an experience where you did something good to 

others and you felt so blessed.  

 

Q3. 当一个人受到善待，他也同样会去善待别人；当大家都这样做的话，这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请分享有什么东西拦阻了你去善待别人。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祈求上帝除掉一切

的拦阻。When a person is well treated, he will also do good to others; when everyone 

does that, the world will become a better place. Please share what is preventing you 

from doing good to others. After sharing, th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together, asking God to remove all the 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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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会议 

我们的主任牧师将于 3 月 17 日（星期三），在线上召开领袖会议。会议将于晚上 8.00 至 9.30

在 YouTube 频道上进行。届时，你的团队牧师会把会议的链接发送给你。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暂停灵修专线 

从 3 月 19 日起，我们的华语、福建和粤语灵修专线将暂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在专线暂停期间，我们会通过 WhatsApp 将灵修的录音每天发送给所有华语和福建小组的组

长。组长再把有关录音转发给各小组组员。 

请上网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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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甸勇士培训计划 

我们正在招募 2021 年基甸勇士团队的成员！基甸勇士培训计划是在日本或东帝汶进行为期 1

年的植堂宣教计划。你将栽植教会和服事当地的人民。 

若要报名或查看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gideonite。报名截止日期是 4 月 30 日。 

 

 生活对话日语课程 

• 本课程开放给有意在本地或海外接触日本人，并想学习日语的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参加。 

• 课程共有 10 节课，于 4 月 6 日至 6 月 8 日在 Zoom 平台线上进行。 

• 课程费用是$50，包括课本。 

• 想报名的会友可在 3 月 14 日之前电邮至 esther.seah@fcbc.org.sg，与我们宣教部门

的同工联系。 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