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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3 周（2021 年 6 月 6 日–2021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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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特质 

目的：家事分享，互相认识更深 

时间：20 分钟  

内容： 

1. 每人一张纸，一枝笔。在 5 分钟写下 7 种特质，是你父母拥有而你最欣赏的。（不会写可

以用讲的来形容) 。 

2. 轮流分享。当每一人分享完毕后，让组员选出数项各人父母同样拥有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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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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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单单仰望祢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因为祢是我依靠 
In ui Li si goa oa kho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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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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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孝敬父母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5 月 29 日 

 

圣经十诫中的第五至第十条诫命，教导我们如何能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出埃及记 Exodus 20:12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2 

1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2“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

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当孝敬父母”是十诫中的第五条诫命，是指向人类的第一条诫命，也是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

华人有句话“百善孝为先”表明了“孝敬父母”是在所有善行中排名第一，是最大且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孝敬父母不只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要遵从，同时也是因为： 

 

 父母生我们 – 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要感谢我们的父母。若不是他们，我们根本就不存在。 

 父母养我们 – 父母抚养我们长大并不容易，要经过担心，有过操心，受过伤心，和付出爱心。 

 父母爱我们 – 上帝藉着父母的爱来代表祂对我们的爱。父母的爱是人间第一真爱、第一真情、

是真实的、是没有埋怨的、是不会改变的、是付出的，是不离不弃的。 

 

以赛亚书 Isaiah 66:13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诗篇 Psalm 103:13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孝敬父母？ 

 

1. 奉养父母 Providing for Parents 

 

我们要尽儿女的责任，提供给父母一切生活上所需用的东西。 

 

马可福音 Mark 7:10-13 

10 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11 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

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献”的意思），12 以后你

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13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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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赛人说若把原本要奉养父母的钱奉献了给上帝，那就不再需要奉养父母了。耶稣责备这些

法利赛人，说他们废了神的道，其实就是在找借口不奉养父母。 

 

“当鹳鸟老了不能飞翔时，它们住在巢中，由子女喂养，幼鸟的辛苦就是孝心。” —— 斐罗 

 

2. 听从父母 Obeying Parents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孝顺”是“孝敬 + 顺从”。耶稣童年时顺从祂世上的父母，接受他们的指示，我们要效法祂。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母走过的人生路毕竟比我们多，经验也比我们丰富。尤其他

们在失败中所吸取的经验，所学习到的功课，还有他们成功的秘诀。若他们与我们分享，提供

给我们宝贵的意见，我们听了会获益良多。 

 

“在主里”的意思是要“在真理里听从父母”。父母不是完全人，他们所吩咐我们去做的事不

一定都是对的。若父母命令儿女作一些违背主旨意的事，这就不是“在主里”了。因此，基督

徒不可随便听从那些不在主里的吩咐。若我们在恶事上听从，等于陷父母为不义，不算是孝心。 

 

真正的孝心包括劝谏父母。在劝谏父母时，要没有气怒的脸色，声音柔和。若父母不听，要格

外敬爱他们，有机会再劝谏他们。这种温柔而不断的劝谏，与圣经的教训相合。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5:1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圣经没有说要包庇做坏事的父母，而是要站在真理的立场，劝谏和教导他们。 

 

3. 尊重父母 Respecting Parents 

 

申命记 Deuteronomy 27:16 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 

箴言 Proverbs 20:20 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 

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父母，因为圣经警告我们，那些轻慢父母的人，必受到咒诅；而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必灭。 

 

尊重父母的一些具体行动： 

 听父母说话时要专心，不要敷衍或应酬他们。 

 父母招呼时要立刻回应，有问时要积极答复。 

 出门时要通知父母一声，回家后要先向父母打招呼。 

 在儿女面前，要夸父母的劳苦功高，而不是说他们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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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人面前，要给父母足够的面子，而不是拿他们来开玩笑。 

 

4. 让父母欢喜快乐 Making Parents happy 

 

箴言 Proverbs 23:25 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最让父母感到欢喜快乐的，就是能够看到儿女们身体健康，自食其力，平平安安地生活。所以，

作儿女的若能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努力地工作，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那我们的父母一定很

开心。不让父母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就是尽了孝心。 

 

父母很快就会变老，有一天将会离开我们。“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多少人因

父母在世时没有好好地尽孝道而无法原谅自己。所以我们要趁今日父母还在，让他们欢喜快乐。 

 

让父母欢喜快乐的一些具体的行动： 

 每个月给父母一些零用钱 – 不在乎多少，在乎的是有给或没有给。 

 每个礼拜至少给他们打一通电话 – 主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你和你的一家平安无事就行了。 

 每两个礼拜至少探访他们一次 – 陪他们聊天，带他们出门。 

 在他们的面前多说些称赞他们的话 – 告诉他们你许多的优点和能力都是从他们来的。 

 

5. 带领父母信主 Leading Parents to Christ 

 

约翰福音 John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 

父母的救恩是我们应当关心的问题。若父母还没有信主，作儿女的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亲

自带领他们信主。 

 

带父母信主，可能会有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付的代价就如母亲生我们的时候一样，要受

许多的痛苦。若我们要孝敬父母，就要胜过任何的困难，使他们能得到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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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在奉养父母这方面，你与你的兄弟姐妹如何确保父母的日常生活妥当，没有欠缺？

你多久才会打一通电话给他们，或探访他们？Please share how you and your siblings 

ensure that your parents' daily living are proper and there is no lack. How long will it 

take for you to call or visi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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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除了信息中所提出的一些尊重父母的具体行动，你还会如何表示你对他们的尊重？In 

addition to some specific actions to respect your parents mentioned in the message, 

how else would you do to show your respect for them? 

 

Q3. 若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请分享你要采取什么具体有效的行动，使他们信主得救？If your 

parents have not yet accepted Christ, please share what concrete and effective actions 

you would take in order for them to receive Christ and be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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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