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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0 周（2021 年 5 月 16 日–2021 年 5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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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先找一个人当牧羊人。 

B. 其他的人在牧羊人背后排成一排。组员轮流用假声音向牧羊人说话，牧羊人猜说话人的名字，

一直到猜对为止就换新的组员成为牧羊人。 

开场白：（假声音）咩咩咩，牧羊人我是你的小羊，你认得我是谁吗？ 

目的：彼此更深认识，互动，更有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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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火火火 
Hoe Hoe Hoe 

 

火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圣所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信徒们在此等候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世界 
Chhiong moa che se kai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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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稀奇的信心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5 月 8 日 

 

路加福音 Luke 7:1-10 

1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迦百农。2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

3 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4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5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

堂。”6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

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7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

必好了。8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9 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

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10 那托来的

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百夫长是罗马的军官，管理一百个士兵。他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忠心为罗马政府工作，协

助统管犹太人，是罗马军队里重要的人物。经文中的百夫长，身在迦百农。他负责训练士兵，

维护秩序，平定叛乱。他对耶稣的信心是非常大的，甚至连耶稣也感到稀奇。耶稣曾经称赞过

另一个外邦人，就是一个迦南的妇人，说她的信心是大的，但从来没有任何人的信心让耶稣感

到稀奇。 

 

我们可以从百夫长信心的生命中学习： 

  

1. 百夫长的恩慈 The centurion's kindness 

 

在罗马时代，仆人就是奴隶，地位很低。主人能决定仆人的生死，他要仆人活，他就活；他要

仆人死，他就死。仆人是一个活的器具，有用时就保留，无用时就将他抛弃。换做其他的主人，

若仆人病成这样，快要死了，等他死就算了，不将他抛弃已经不错了。但这个百夫长却爱他的

仆人，竟然愿意为他来要求耶稣医治他的病。在当时主人对仆人如此深的爱的确是很少见到的，

这显示了他恩慈的心。 

 

路加福音 Luke 7:4-5  

4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5 因为他爱我们的

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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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不只爱自己的仆人，且爱犹太的百姓，为犹太人建造会堂。犹太人也很尊重这位百夫长，

犹太的长老们甚至愿意为他去找耶稣，恳切祈求耶稣帮助他。 

 

作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一个外邦人，他会爱犹太的百姓，是因为他相信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

的百姓。百夫长为他们建造会堂，是出于对上帝的敬虔和对人的恩慈。 

 

2. 百夫长的谦卑 The centurion's humility 

 

路加福音 Luke 7:3 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当时，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百夫长在迦百农，听人说过耶稣的教导和祂所做的神迹奇事，

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的仆人，所以托几个长老去求耶稣。 

 

路加福音 Luke 7:6-7  

6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7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百夫长自己不直接去求耶稣，而是两次托人去，这和他的外邦人身份有关。外邦人不在上帝与

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里面。身为外邦人，百夫长很谦卑，认为自己是污秽的，不配去见耶稣。 

 

他也觉得让耶稣进到他的家不适合。因为犹太人传统认为，一个人若进外邦人的家会染上污秽。

另一方面，他更觉得自己不应该麻烦耶稣来到他的家。他虽然是一位有社会地位的百夫长，也

受到了犹太百姓的尊重，但他保持谦卑，不骄傲，没有从百姓身上得到任何的荣耀。 

 

犹太的长老认为百夫长配得耶稣恩待他，但是百夫长却觉得自己很不配，是个罪人，是污秽的。

在百夫长的身上，我们看到谦卑与信心是相连的。一个人若是不能谦卑自己，不承认自己是软

弱的，不承认他需要上帝的帮助，这个人不可能对上帝有真实的信心，他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人。 

 

雅各书 James 4:6 ...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百夫长的谦卑，耶稣虽然没有进入他的屋里，却已经进入了他的心中。我们也要谦卑自己，

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 

 

3. 百夫长的顺服 The centurion's submissiveness 

 

路加福音 Luke 7:7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百夫长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是有权柄的。他完全相信耶稣有这种权柄，且他对这种权柄非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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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7:8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

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 

作为百夫长，他在更大官长的权下，而他手下的士兵是在他的权下。他的官长给他下一道命令，

他立刻就去执行。同样，他给手下的士兵下一道指示，他们也会立刻执行。服从命令就是军人

基本的责任。 

 

百夫长对于权柄的尊重和顺服，使他理解耶稣的权柄。若人说一句话，就能让他的手下做成所

要做的事，他自己不需要在场。那么耶稣更不需要到仆人面前，不需要借着触摸或其它的方式，

只要发出一句话，疾病就会离开这个仆人。耶稣可以借一句话或一个命令，做成任何的事情。

百夫长相信耶稣的权柄是绝对和无限的。 

 

若我们对上帝所设立的自然秩序和属灵秩序没有尊重和顺服，这将带给我们许多关系上的问题。 

孩子要顺服父母的权柄，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权柄，雇工要顺服雇主的权柄，公民要顺服政府的

权柄。 

 

路加福音 Luke 7:9-10  

9 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

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10 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因着百夫长稀奇的信心，以恩慈待人，谦卑自己，顺服权柄，结果耶稣医治了他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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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如何能以恩慈对待服务你的人，如家庭女佣，钟点女佣，快递员等？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treat people who serve you with kindness, such as domestic maids, 

hourly maids, couriers, etc? 

 

Q2.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谦卑，不要夸耀，不要自我为

中心？“God opposes the proud but shows favour to the humble.” How should we 

remain humble, not boastful, not self-centered? 

 

Q3. 你是否愿意顺服在上的权柄？当这些权柄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你要如何面对？Are you 

willing to submit to the authority above you? When this authority violates the will of 

God, how would you deal wi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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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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会议将于 5 月 19 日，来临的星期三晚上 8.00 - 9.30 在线上进行。届时领袖们会收到各自

的团队牧师所分享的私人的 YouTube 链接。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你可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