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4 周（2021 年 6 月 13 日–2021 年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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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学习积极正面地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冲突        

内容：带领的人提出以下问题，组员们展开分享：你跟别人意见不同时通常如何处理？如果对

方跟你争论，你一般如何面对争论？ 

组长最后总结并提醒大家，在发生争论时，无论怎样，要以温柔的心回答即使不友善的责问，

说出的言语仿佛用盐调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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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永远赞美主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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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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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杀人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6 月 5 日 

 

圣经十条诫命第六条，上帝告诉祂的子民不可杀人。 

 

出埃及 Exodus 20:13 “不可杀人。 

今天讲此内容，大家会异口同声的说，我们是好人，绝对不会去杀人，杀人的事绝对与我们扯

不上关系。这个“不可杀人”的题目应该跟监狱里的罪犯讲，或跟社会中那些败坏作恶的人讲。

我们认为“不可杀人”这条诫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太早做判断，让我们先看这节圣经： 

 

约翰一书 1 John 3: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圣经说凡恨别人的人，就是在杀人。其实，我们心中都有恨过人、都有杀人的气息。虽然我们

没有直接去杀人，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有无数次产生过杀人的念头。“这个人真讨厌，这个人若

从地球上消失就好了”，我们或许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们多数人都不敢真的拿刀去杀人，但我

们或许曾用过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杀人。  

 

那我们应该如何不可杀人？ 

 

1. 要彼此尊重 Respect one another 

 

创世记 Genesis 1: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人是按着神的形像被造，因此我们敬畏神，也应当彼此尊重衪在我们里面的形像。所以我们要

不断地尽己之力，保障生命并促进彼此的幸福，以表明对神形像的敬重。不要抱怨别人不尊重

你，要先问问自己是否有尊重别人。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互动的，你对人敬一尺，他对你敬一

丈（除了小人）。我们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这样别人才会尊重我们。 

 

彼得前书 1 Peter 2: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尊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是人际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如何，你被尊重的时候，就

会感受到有价值；当被别人藐视不被尊重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愉快。所以千万不要贬低别人到

一个地步，用口来骂人、咒诅人或伤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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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5:21-22  

21“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

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耶稣说你骂弟兄是拉加的，是魔利的，难逃地狱的火，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你已经是用口杀人

了。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杀人行动的产生，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的。 

 

箴言 Proverbs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而发。 

 

2. 要彼此饶恕 Forgive one another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当你意识到你心中在恨某人时，要尽快求主帮助你拿走心中的负面情绪，不要让私欲怀胎。若

不处理、不面对、不饶恕，总有一天就会生出罪行来。不要让报复的心态和恨意支配你，以致

去杀人。所以耶稣说，你如果得罪了弟兄，最好赶紧去求他的饶恕，跟你和好。 

 

马太福音 Matthew 18:21-22  

21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

吗？”22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不要把弟兄囚禁在我们的心思里，我们要选择饶恕他，以便释放自己。 

 

马太福音 Matthew 18:35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饶恕是能够帶着温柔，帶着一个没有控告的心灵去跟弟兄姐妹和好，好好地对待他们。 

 

雅各书 James 5: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来释放自己。因为你含着这个愤怒表示你含着这个恨，结果你会说出咒诅的

话，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对方，作出报复的行动。我们要回应上帝的话，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叫我们得医治。我们的祷告，上帝会垂听，更会应允，因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3. 要彼此相爱 Love one another 

 

彼得前书 1 Peter 4:8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爱能遮盖许多的罪，爱大，赦免也大，爱一旦涌现，便很容易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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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7:47 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

的爱就少。” 

我们每天必需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祂，将内心种种负面的情绪交托给祂。无论是被拒绝而产生

的羞耻感、被欺负而产生的愤怒、被污辱而产生的仇恨等，都要完全赶出内心。运用爱的原则、

彼此用爱心去面对！ 

 

约翰一书 1 John 3:18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今天要做一个决定，这个人生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要决定遵守“不可杀人”这个诫命。 

 

我们爱人先自爱、不要糟蹋自己，多吸取对身心灵有益的。对待他人要有友善之心，要爱人如

己，用爱心言语建立别人，不是用恶意言语杀伤他人。愿上帝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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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被别人藐视不被尊重的时候，你是否会觉得自卑，不愉快，自暴自弃？你要如何胜过

这些负面的情绪？When you are despised and not respected by others, would you look 

at yourself with low self-esteem, feel unhappy and want to abandon everything? How 

can you overcome these negative emotions? 

 

Q2. 请分享你要如何在现实的生活中真正去饶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truly forgive those who have hurt you in real life? 

 

Q3. 请分享你要如何以具体的行动表示你对小组组员们的爱？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express your love for your cell members with specific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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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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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领袖会议 

• 我们将于 6 月 23 日，星期三与所有的领袖们线上会面。 

• 领袖会议将于晚上 8.00 - 9.30 进行。 

• 会议将在 YouTube 进行，届时领袖们会收到各自的团队牧师所提供的链接。 

•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 你可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