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2 周（2021 年 5 月 30 日–2021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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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
目的：表达对组员的欣赏
时间：15 分钟
材料：糖（每人 10 粒）
内容：1. 每人有 10 粒糖，每送出一粒，向对方说出你欣赏他/她的一样特质。
2. 直至把糖送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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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保守我的心

给我新的心

Chhio Bi Bi

Po Siu Goa E Sim

Ho’ Goa Sin E Sim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主啊保守我的心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Chu ah, po siu goa e sim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胜过保守我的一切

手里拿著我的心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Seng koe po siu goa e it chhe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给我生命有意义

因为一生的果效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Ho' goa se* mia u i i

In ui it seng e ko hau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求祢悦纳我的心

Si tui goa e sim lai hoat chhut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哦恳求主洁净我心

*哦我放我这颗心

O khun kiu Chu kiat cheng goa sim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主耶稣我赞美祢

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在祢的手里面

Chu Ia-so' goa o lo Li

Ui goa cho chit kho chheng kiat e sim

Ti Li e chhiu lai bin

哈利路亚!

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

请祢给我新的心

Ha-li-lu-ia!

Khun kui Seng Leng khia ti goa lai
bin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爱祢, 耶稣我爱祢

会明白祢的心意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Oe beng pek Li e sim i

Ho' goa tiong sin u chia* tit e leng

求帮助我, 主圣灵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Ai Li, Ia-so' goa ai Li

给我越来越爱祢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O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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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仆人 - 约瑟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5 月 22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1:18-25
18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
灵怀了孕。19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20 正思念
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
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21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
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22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23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24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
咐把妻子娶过来，25 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约瑟是一个平凡的木匠，地位卑微、为人低调，圣经没有记载他说过的一句话。约瑟是大卫王
的后裔，为人正直，有优良的品格，被上帝拣选为耶稣在世上的父亲，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我们能在约瑟的生命中学习：
1. 约瑟的敬虔 Joseph's devoutness
敬虔的意思是“敬畏与虔诚”。约瑟对上帝有一颗敬畏和虔诚的心。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
马太福音 Matthew 1:19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除了主耶稣绝对是个义人之外，圣经中被称为“义人”的很少。挪亚，亚伯兰和约伯是义人。
圣经也称施洗约翰和他的父母，撒迦利亚和以利沙伯为义人。
路加福音 Luke 2:21-22
21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 22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
去，要把他献于主，
约瑟和马利亚都是敬虔的人，他们照犹太人的律法的规矩来作事情。在耶稣满八天为他行割礼，
将耶稣带到耶路撒冷献于主。
路加福音 Luke 2:41 每年到逾越节，祂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每逢逾越节，约瑟和马利亚也按规矩带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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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对主敬虔，无论到耶路撒冷的路途有多遥远，多辛苦，都不会拦阻他尽心尽意敬拜主的心。
我们要效法约瑟，不要让任何的情况拦阻我们参加实体/线上的庆典聚会和小组聚会。
2. 约瑟的顺服 Joseph's submissiveness
根据马太福音第一和第二章的记载，约瑟共有四次在梦中蒙天使的指引，而每一次他都完完全
全顺服，并遵从指引，立刻行动。
马太福音 Matthew 1:20 ...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
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马太福音 Matthew 1:24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第一次，天使在梦中叫约瑟迎娶马利亚，作他的妻子。约瑟顺服天使的吩咐，睡醒后就照做。
马太福音 Matthew 2:13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
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马太福音 Matthew 2:14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第二次，天使在梦中叫约瑟带耶稣和马利亚离开伯利恒去埃及。约瑟照样顺服天使的吩咐，睡
醒后就马上带他的妻儿去埃及。去埃及的路程非常遥远，但约瑟还是顺服指示，没有埋怨。
马太福音 Matthew 2:19-20,22
19 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20“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22 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
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第三次，当希律王死后，天使在梦中叫约瑟带耶稣和马利亚回去以色列；第四次，天使在梦中
又叫约瑟带他的妻儿改去加利利境内，因为担心新上任的犹太王亚基老会伤害耶稣。
约瑟因为顺服上帝的吩咐，圣经分别三次明说他所做的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讲的预言。上帝的旨
意透过约瑟的顺服完全成就了。约瑟因为顺服上帝的吩咐，到处奔波劳碌，付出了许多的代价。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
耀。
我们要效法约瑟，愿意为了顺服上帝的吩咐，而作出牺牲。这些牺牲是值得的，上帝必会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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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约瑟的美德 Joseph's virtues
约瑟有非常良好的美德：
a. 心地善良 Kind-hearted
当约瑟发现马利亚未婚先孕，他不愿意明明地羞辱马利亚，不愿意马利亚受伤害，遭人唾骂，
甚至被人拿石头打，所以只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b. 极大信心 Great faith
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告诉他马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完全相信上帝差遣天使对
他所说的话，并马上照天使的吩咐去行。约瑟没有怀疑他的梦是否是真实的，没有求上帝印证。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本于信以致于信”——从信开始，到信结束。
c. 圣洁谨守 Pure and Restraint
约瑟相信耶稣是由圣灵感孕，是耶和华上帝的儿子，因此约瑟娶了马利亚，却没有和她同房，
直等到她生了头胎的儿子。所有已婚的男人都会知道，这需要何等的谨守和忍耐。
d. 温柔慈爱 Gentle and Loving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约瑟和马利亚带祂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回去的时候，耶稣仍留在耶路
撒冷，但约瑟和马利亚却不知道。走了一天的路程，他们发现耶稣不见了，就四处找祂。三天
后他们在圣殿里看见耶稣在与拉比谈话答问。马利亚对耶稣的语气中带有责备，但约瑟对耶稣
没有丝毫的责备或埋怨。
e. 成熟稳重 Mature and Steady
约瑟遇事不紧张，保持冷静，能够脚踏实地、心平气和地应对。他带着身孕很重的马利亚长途
跋涉到伯利恒。马利亚要临产，客店里没有地方，约瑟就在马槽里为马利亚预备好生产的地方，
守候在她身边，对她是体贴入微地照顾陪伴。
f. 承担责任 Take Responsibility
约瑟知道自己的家境贫寒、身份卑微，可能没有能力抚养耶稣。但是他没有推卸责任，而且预
备好自己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也要把耶稣抚养长大。耶稣还有四个弟弟和至少两个妹妹，约
瑟必须独自承担照顾一家九口人的吃穿需用的责任，提供给家人安全和保护，是个尽责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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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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是不会停止参加庆典聚会和小组聚会的。你要如何确保在这个疫情期间，
你不会错过任 何的庆 典聚会和小组 聚会 ？ A devout Christian will not stop attending
worship service and cell group meeting. How do you ensure that during this epidemic,
you will not miss any worship service and cell group meeting?
Q2. 你愿意为了顺服上帝的吩咐，而作出牺牲吗？请分享你曾经为了顺服上帝所作出的牺牲。
Are you willing to make sacrifices in order to submit to God's order? Please share the
sacrifices you have made due to your submission to God.
Q3. 约瑟的六个美德当中，你最缺乏的是哪一个？各自分享后，组长为大家祷告，祈求圣灵加
强组员们所缺乏的美德。Of Joseph's six virtues, which one do you lack the most? After
sharing, the cell leader prays for everyone, asking the Holy Spirit to strengthen the
virtues that the cell members are l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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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 和 6 日守圣餐

• 我们将在下个周末（6 月 5 和 6 日）守圣餐。
• 如果你参加网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若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