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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6 周（2021 年 6 月 27 日–2021 年 7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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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龙 

目的：训练急才及记性  

内容： 

1. 全组围圈坐，人数不限。  

2. 一个开始说一个词语，可用人名、地名、科目名等等，范围可以很广。下一位组员便以这词

语最后的字为首，说出一个新的词语（可用谐音）。例如：太平山-山山相连-莲蓉……  

3. 接不上的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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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主圣灵 
Chu Seng Leng 

 

主圣灵! 我需要祢与我同行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kap goa 

tang kia* 

主圣灵! 我需要祢来带领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lai toa nia 

让我甭靠自己, 让我能顺服祢 
Ho' goa boe kho ka ki, ho' goa thang sun 

hok Li 

求主圣灵坚强我的心 
Kiu Chu Seng Leng kian kiong goa e sim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认识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jin 

bat Li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亲近祢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chhin kun Li 

让我知影祢的真理 
Ho' goa chai ia* Li e chin li 

让我明白祢的真理 
Ho' goa beng pek Li e chin li 

赐我自由 
Su Goa Chu Iu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来到我的里面 
Lai kau goa e lai bin 

来到我的生活 
Lai kau goa e seng oah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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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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偷盗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6 月 19 日 

 

出埃及 Exodus 20:15 “不可偷盗。 

圣经中十条诫命的第八条，上帝告诉祂的子民不可偷窃。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6:10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

苦把自己刺透了。 

人一般是不会知足的，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自己不够。人总是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总是拿自

己跟别人比较，觉得别人有的多过自己所有的，甚至还问为什么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 

 

知足常乐 - 知道满足，就会常常快乐。 

贪多则忧 - 想要多多，就会常常优愁。 

知足常乐 - 知主常乐 

 

我们应该如何不偷盗？ 

 

1. 以拥有主为乐 Rejoice in knowing the Lord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8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

给那缺少的人。 

保罗教导我们，从前我们没有主，所以总觉得自己不够，自己缺乏，没有生活的安全感。我们

也会与别人比较，会嫉妒，可能因此还会藉着偷窃去获得想要的东西。现在我们信了主，我们

拥有主就拥有一切，不要再去偷。 

 

马太福音 Matthew 6:34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

天当就够了。 

主提醒我们，何必为明天忧虑，我们当一天的难处就够了。我们有时会觉得上帝的恩典不够用，

那是因为我们担了明天，下个星期，甚至明年的担子。若用一天的恩典去担一个星期或一年的

担子，是绝对担不起的。其实，我们连下一刻将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何苦还要为明天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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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Proverbs 10:22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我们拥有了主，领受了祂所赐的福，就不需要再忧虑生命有什么不足，而要知主常乐。 

 

2. 以能做工为乐 Rejoice in the ability to work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8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

给那缺少的人。 

我们千万不可偷懒，除非我们病倒了，要不然我们要勤奋的工作，亲手做正经事。 

 

我们要努力工作，赚钱来维持生活。我们要懂得以做工为乐，赚钱养家，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

上帝会祝福我们手上所作的一切，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工作。如果我们不和别人比较，愿意承

担自己当承担的工作责任，那我们一定什么都不会缺乏，而且还会有余。 

 

帖撒罗尼迦后书 2 Thessalonians 3:10 (CNVS)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吩咐过你们，

如果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 

保罗提醒我们不肯作工就没有饭吃。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勤劳工作，就一定有饭吃。所以我们

只要有能力工作，就要努力工作。一个人只要愿意努力工作，就必会有美好的收成。 

 

箴言 Proverbs 10:4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勤劳能使人富足。农夫辛勤撒种，将来必有收成。 

 

3. 以行善为最乐 Rejoice in doing good works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8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

给那缺少的人。 

保罗说，我们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我们要慷慨好施，以行善为最乐。 

 

使徒行传 Acts 20:35 …‘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不要吝啬，要慷慨大方。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去帮助别人。对于贫

穷和缺乏的人，我们当尽本分向他们提供救济。 

 

箴言 Proverbs 3:27-28 

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28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

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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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别人生活所需用的，借贷给他们，或大方地施与他们，使他们得供应

和帮助，对于信主的人家更当如此。我们可以用金钱来满足别人的需要，也可以拨出我们一部

分宝贝的时间。关心我们的邻舍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投入各种慈善工作，积极地去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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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没有信主之前，是否曾有偷盜的行为？若有，请分享你偷的是什么，为何要偷？Did 

you ever steal before you became a believer? If so, please share what had you stolen 

and why did you steal? 

 

Q2. 在你的工作场所你是认真地投入工作，还是只是打发时间，偷窃了属于雇主宝贵的时间？

你当如何振作起来，全心地投入工作？ Do you work seriously at your workplace, or just 

passing time, stealing precious time belonging to your employer? How do you gear 

yourself up and devote yourself to work? 

 

Q3. 你是否曾经慷慨施舍，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度过难关，并成功摆脱困境？请分享。

Have you ever given generously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get out of the situation successfully?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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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天 2021 

• 今年的 40 天祷告与禁食季节将从 7 月 1 日开始，直到 8 月 9 日。 

• 主题是“从头开始”，取自尼希米记。 

• 由于受到冠病疫情的限制，祷告手册只在网上刊载。 

• 从 7 月 1 日起，40 天 2021 的官方网站将每天上载当天的祷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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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 和 4 日守圣餐 

• 我们将在下个周末守圣餐。 

• 如果你是参加线上聚会，聚会开始之前，请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如果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恢复实体聚会 

• 从 7 月 3 和 4 日的周末开始，我们将在触爱中心恢复以下的实体聚会： 

o 英语聚会，星期六，晚上 7.30  

o 华语聚会，星期日，上午 11.30  

• 我们将继续观察红山的情况，因此接下来的两个周末，我们的手语和智障人士聚会只在线

上进行。 

• 我们暂时不会恢复福建、青少年和 G 代儿童的实体聚会。 

• 每场聚会只开放给 50 人出席。 

• 票务网站将于每个星期三晚上 9.00 开放，供你预订门票。 

• 根据轮替表，你的团队牧师会将使用票务网站（fcbc.org.sg/ticketing）的密码发给你。 

• 预订的座位先到先得。 

• 你必须以“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手机应用或携手防疫器（token）作 SafeEntry

的登记入场。 

•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