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28 周（2021 年 7 月 11 日–2021 年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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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存款   

目的：增进组员之间的感情和小组的凝聚力 

内容：请每个组员找一个比较熟悉的组员，两人彼此向其他组员介绍对方的三个优点和一件令

你印象深刻的事（每人限时 3 分钟以内）。如果有新朋友，请邀请他的组员为大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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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都归我主我的神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我们高声呼喊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奇妙的双手 
Ki Biau E Siang Chhiu 

 

曾有一双手使青瞑看见 
Bat u chit siang chhiu ho' chhi* mi khoa* ki* 

生命得光一切换新 
Se* mia tit kng it chhe oa* sin 

祂奇妙的手常常安慰我 
I ki biau e chhiu siong siong an ui goa 

导我行向光明 
Chhoa goa kia* hiong kng beng 

奇妙的恩典使我又得著 
Ki biau e un tian ho' goa koh tit tioh 

真美的新生命 
Chin sui e sin se* mia 

我永远感谢, 我永远赞美 
Goa eng oan kam sia, goa eng oan o lo 

耶稣奇妙的双手 
Ia-so' ki biau e siang chhiu 

 

*哦! 主!祢奇妙慈爱双手 
O! Chu! Li ki biau chu ai siang chhiu 

哦! 主!祢奇妙慈爱双手 
O! Chu! Li ki biau chu ai siang chhiu 

奇妙的恩典使我又得著 
Ki biau e un tian ho' goa koh tit tioh 

真美的新生命 
Chin sui e sin se* mia 

我永远感谢, 我永远赞美 
Goa eng oan kam sia, goa eng oan o lo 

耶稣奇妙的双手 
Ia-so' ki biau e siang chhiu 

主耶稣 
Chu Ia-So'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我口敬拜祢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哦我主, 当敬拜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因祢爱, 救赎我 
In Li ai, kiu siok goa 

脱罪恶入光明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Eng sim leng seng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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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贪恋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7 月 3 日 

 

出埃及记 Exodus 20:17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

有的。” 

上帝在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吩咐我们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的。无论是别人的产业或妻子，

凡是属于别人的东西，我们都要尊重，不可占为己有。贪恋之心会破坏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

与人的关系，也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对于那些贪恋别人东西的人，上帝必管教，也必审判。 

 

贪恋就是： 

 自己有了，但还想要更多，越多越好 —— 贪心 

 自己有了，但看到别人有更好的，也想要得到 —— 怕输 

 自己没有，不需要，但看到别人有，也想要得到 —— 嫉妒 

 

贪恋的害处：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6:9-10 

9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

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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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人害己 

撒母耳记下 2 Samuel 12:10-11 

10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11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大卫因贪恋别人的妻子，抢夺了拔示巴，与她同房；后来因为想要遮掩自己的罪，谋杀了乌利

亚。结果大卫家死了四个儿子；长子押沙龙甚至要抢夺大卫的王位。他因贪恋，结果害人害己。 

 

 使人远离神 

马太福音 Matthew 6:24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我们贪恋金钱，不舍得给十一奉献，犯了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的罪，远离了神；我们为了

赚钱，没时间作灵修，亲近主，侍奉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若我们向钱看，就会远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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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糊涂 

马太福音 Matthew 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 

我们若有贪恋的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糊里胡涂。因为贪恋会使人迷失方向，使人忘记责任、

真理，甚至忘记上帝的审判与刑罚。 

 

大卫因为贪恋，做了糊涂的事，犯下了奸淫和谋杀的罪。直到有一天，先知拿单来到大卫面前，

向大卫讲了一个富户贪恋穷人的羊羔的事情经过后，向大卫宣布了上帝对他的审判，他才醒悟。 

 

如何能不贪恋： 

 

1. 要知足 – 够了就好！ Be content – Having sufficient is good enough! 

 

希伯来书 Hebrews 13:5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

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耶和华以勒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的生命一切所需要的都是从祂而来。一个人若对上帝所给予

他的不满足，总觉得不够，他就会被其它的东西引诱，结果很可能会犯罪。 

 

 对金钱 - 要知足   

金钱不是万能的，有金钱，不一定就有幸福。基督徒要开心喜乐，就要作金钱的主人，不要作

金钱的奴隶。因为我们的主人是上帝，我们的一切好处都在上帝里面，得着上帝就得着了全部。

约伯记 Job 1:21“...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对身份，地位和名利 - 要知足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6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许多人认为有名就有利，所以想要出名，想有高的职位。其实有更好的身份，更高的地位，更

大的名利，未必是一件好事。当我们终于得到了这种身份、地位、名利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

工作量多，责任大，压力高，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马太福音 Matthew 3: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其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拥有最好的身份、地位和名利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

所爱的宝贝，是上帝所喜悦的王子和公主。我们在主里都是富足的，什么都不缺乏。 

 

 对婚姻 - 要知足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22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25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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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上帝所命立的，人人应当尊重。夫妻之间，丈夫只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只爱自己的丈夫，

千万别去爱第三者。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的人或事破坏我们的婚姻。我们若多多去思想我们的

配偶美好的一面，就会更爱他，更欣赏他，觉得他很好。因此，我们就会感恩，会感到满足。 

 

 对人生 - 要知足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11-12  

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12 我知道怎

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保罗靠主大大地喜乐，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我们一切好处都在耶

稣基督里，有了祂就拥有了一切。 

 

箴言 Proverbs 23:21 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 

我们要靠上帝免去贪吃，贪喝，贪玩，贪恋美衣，贪恋看电视节目，贪恋睡眠，因为这些东西

都会使人远离上帝，失去我们灵修和祷告的时间。 

 

2. 别比较 – 有了就好！ Don’t compare – Having it is good enough!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10:12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

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我们有了就好，要感谢主。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说：

“为什么别人拥有的比我更好？”我们要拒绝这个没有益处的思想。切记“人比人，气死

人！”，“一山还有一山高”。一个总是在跟别人比较的人，总是在埋怨，永远不会感到知足

和开心。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6: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很多人都没有。我们有饭吃，有水喝，

有衣服穿，有屋子住，就已经比许多人幸福了。这世界每天都有人饿死，冻死，病死，而我们

现在能好好地活着，就要知足和感恩。 

 

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生活如何的美好，羡慕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要学会在自己身上找到

满足和幸福。其实幸福就围绕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我们不比较的原因，并不

是我们比不上别人，而是根本就没有必要比较。我们有了就好，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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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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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请分享你曾经贪恋过别人的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想得到这个东西？你最终是否如愿以偿？

Please share what thing belonging to others have you coveted? Why did you want that 

thing? Did you finally get it? 

 

Q2. 你对你目前的金钱、身份、地位、婚姻和人生状况满足吗？你是否认为你在这几方面都不

如别人，想争取更多？你打算如何去争取？Are you contented with your current financial, 

identity, status, marriage and life situation? Do you think you are inferior to others in 

these aspects and want to strive for more? How are you going to achieve more? 

 

Q3. 你是否常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别人拥有的比我更好？”请分享你如何能不再跟别人比较，

并感谢上帝现在所赐给你的一切。Do you often think "Why others have better things than 

me?" 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stop comparing with others, and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hat He has currently given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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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祷告与禁食季节已经从 7 月 1 日开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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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天 2021 的官方网站（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1/）将每天上载当天的祷告指

引。 

 

 领袖会议 

• 我们将于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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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链接。 

•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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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