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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1 周（2021 年 5 月 23 日–2021 年 5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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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 

用具：每人发一张表格，及准备一枝笔。 

内容：宣布开始后，每人找人（一人或多人一起猜）猜拳，猜输的人在赢的人的表格中（任何

一个格子）写上自己的名字（一人仅能签一次名字）。时间为 10 分钟。结束后看谁取得最多

的签名。 

活动意义：没有开始怎么会有结果呢？传福音不也是如此吗？你为神主动出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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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里 
Ti Ia-So' Lai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Tui ta* tit kau eng eng oan oan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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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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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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玛利亚妇人的信心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约翰福音 John 4:3-10  

3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4 必须经过撒马利亚，5 于是到了撒马利亚的一座城，名叫

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6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午正。7 有一个撒马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8 那时门

徒进城买食物去了。9 撒马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马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10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从犹太到加利利有三条路，一是沿海岸行；二是迂回绕过约旦河东的比利亚而行；三是直接经

过撒玛利亚。但犹太人不愿经过撒玛利亚，往往故意迂回绕过约旦河东的比利亚，上加利利去。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打交道，不相往来，还瞧不起他们，看他们为

不洁净的族群，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与外族通婚所生的后代。从地理上来说，主耶稣从犹太到加

利利去，确实是一条捷径。但是这却不是必须的，因为犹太人宁可绕道而行也不愿意经过撒玛

利亚。但是主耶稣确实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地理位置的必须，乃是为了那个

有罪的撒玛利亚妇人而来的。主耶稣是为了救赎撒玛利亚人而走这条道路的。 

 

如何学习撒玛利亚妇人的信心？ 

 

1. 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 Confess your sins and repent 

 

约翰福音 John 4:16-18 

16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17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

有丈夫是不错的。18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主耶稣刻意提到她的丈夫，她便立即否认说：“我没有丈夫。”因为她不愿意触及这个极之敏

感的问题。然而主耶稣接着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

不是你的丈夫。”撒玛利亚妇人无以抵赖，无法在耶稣面前再掩饰自己的罪。主耶稣指出这个

事实，并非是要揭露这个女人的短处，乃是要提醒她一件事实，就是她目前所依靠的，所需求

的，并不能给她真正的满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确实是个可怜的人，她的婚姻和家庭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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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她犯罪的理由。因为主知道一切，祂单单要求撒玛利亚妇人把丈夫带来，

便摸着了她的良心。主就是用这方式，帮助她承认她的罪，并且悔改。 

 

约翰一书 1 John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

我们一切的不义。 

撒马利亚妇人意识到跟她谈话的就是耶稣基督。她知道耶稣基督能够帮助她，救她脱离这一切

罪的捆绑。于是她就将她的心向耶稣敞开，让主的话进到她心里头。她经历了主话语中的能力，

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释放。她知道主已经饶恕了她的过去，她决定要离弃罪恶，撇弃以往的

一切，她要重新开始。她急忙跑回村子里头，主动的向村子里的人传讲她的经历，叫他们也来

见耶稣。她再也不害怕面对自己的过去，她也不再害怕面对别人，因为她已经经历了耶稣赐给

她的救恩。 

 

2. 为主作美好的生命见证 Share your life testimony for the Lord 

 

约翰福音 John 4:28-30  

28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29“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

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30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这真实的相遇，让一个胆怯、卑微的人成了一名坚强面对一切的人。打水的事已经无关紧要了，

因为这妇人看见了救世主，看见了救恩！撒玛利亚妇人的经历，让她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她

情不自禁，不得不说，不得不传，不得不与别人分享她生命的故事。她不再掩饰自己，她愿意

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临到自己，一五一十地见证出来。她迫不及待地奔进城里，向她能遇

见的任何人，传讲遇见救世主的事，为要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于是，她决然留下手中的水罐，

跑到城里去了。她的人生目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本来目的是为了打水，想研究的是怎样

改良打水的器具，好从深井取水时容易些；但如今，连装水的罐子都放下了。真如保罗所说的：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7 只是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做有损的。 

装水的罐子不再重要了，她跑进城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从前她见不得人，现在叫人来看；

因为她从前只想到自己，现在她顾到别人。从前她只有污秽的历史，见不得光；现在她找到了

基督，可以在众人面前作见证。她也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信耶稣基督是基督的原因，是“祂将

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耶稣知道我的秘密，知道我的心事；因此我知道祂

必定是基督，是弥赛亚，是能拯救我脱离罪恶的救赎主。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成了一个活的见证。 

 

约翰福音 John 4:39-42   

39 那城里有好些撒马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

给我说出来了。”40 于是撒马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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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42 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

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撒玛利亚妇人不再掩饰自己，她愿意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临到她……一个罪人，一个被众

人所藐视、所唾弃、所拒绝的罪人身上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见证出来。通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的见证和分享，城里许多人都信了耶稣。这个妇人原本贫穷，却因福音成了富足；原本是不道

德的人，却成了上帝恩典大能的器皿，让更多人信从了耶稣，蒙福得救。她的信心是个行动的

信心，通过行动，传福音。这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 

 

马可福音 Mark 16:15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传福音是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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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隐藏在心里头的罪恶？你愿意悔改虚心寻求神的赦免吗？Do you have sins 

hidden in your heart? Are you willing to repent and humbly seek God's forgiveness? 

 

Q2. 请分享一件你曾经为主作过的生命见证。Please share a life testimony that you have 

ever testified for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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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