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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31 周（2021 年 8 月 1 日–2021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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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最佳拍档 

目的：训练组员的合作性、警觉性、创意。 

1. 组长发号施令。 

2. 当组长指着某人大叫“大象”时，他便用手做成象鼻，旁边的人必须立即配合，做出象耳的

摸样。 

3. 组长可指着任何发号施令，例如：长颈鹿、树、白兔等，各组员必须合作及运用想像力来做

动作。 

4. 这游戏讲求警觉性、创作力及合作性。组长可从各人的创作力及合作性来决定谁是“最佳拍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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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火 
Hoe Hoe Hoe 

 

火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圣所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信徒们在此等候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这世界 
Chhiong moa che se kai 

火火圣灵的火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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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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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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彼此合一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7 月 24 日 

 

约翰福音 John 17:11，21-23  

11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 

21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

信你差了我来。22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

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合一非常重要。主耶稣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升天的时候，对门徒们说的话。在约翰福音 17 章的

11 节、21-23 节，总共四节的圣经，主耶稣讲了 5 次“合而为一”，这表示是“合而为一”

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要祂的门徒合而为一，尤其是十二个使徒。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

在基督里要合而为一。换句话说，我们要彼此合一。 

 

我们要如何彼此合一？ 

 

1. 同心 Same Heartbeat 

 同样的话 Agree in what each other say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

话，… 

保罗劝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大家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你有你的心，我有我的心，不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不能同心说一样的话。 

 

罗马书 Romans 15:5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当我们同心合意，有相同的心思、意志和目的，就是在个人、家庭、小组和教会合一。 

不仅身体里合一，灵里也合一。因为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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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党派 No divisions among each other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使徒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纷争，他劝勉他们不可分党。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1-12 

11 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12 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

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这些人认为别人都是错误的，自己的一派才是最属灵和最正确的。所以各自分散，演变成许多

党派，而每一个党派都标榜自己是属基督的。 

但是，根据使徒保罗的看法，无论用什么名义把神的儿女们分开，都是不对的。主耶稣道成肉

身来到这世界，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战胜了私欲，消灭了冤仇，成就了和睦，使我们与神

和好，并传和平的福音。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 

基督是属于每一个基督徒的，不是属于某一个党派的。所以“彼此合一，不分党派，和平相处”

应该从基督徒做起，从个人，家庭，小组和教会做起。 

 

 彼此接纳 Accept each other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基督徒不单要彼此接纳，甚至在大家意见有分歧时，也要彼此相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好

听的音乐是交响乐。响乐团配置标准人数少则五十人，多则上百人。重点是虽然乐器有数十或

数百种之多，但是一切乐器都须先把音调校正。如果不把音调校正，就会发出五音不全的声音。 

当对音之后，演奏的人还得时时注意指挥；节奏，这样乐声才能和谐一致，幽雅动听，所奏出

来的声音就非常和谐动听。若被外行演奏或指挥不善，就不能把它的美妙之处表达出来。若我

们同心合一，就能跟弟兄姐妹们在生活中，互相激发，互相安慰，互相接连，互相劝勉，彼此

接纳。 

 

2. 同行 Same Way  

 同样的使命 Same commission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 

我们都有同样的使命，那就是传福音，也就是主耶稣传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同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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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团队里，有争论不怕，有不同不怕，如果没有争论和不同才是最可怕的。大家静静都不

知彼此在想什么， 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对使命的认识不同。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客

观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客观审视听取他人不同的观点，就可以逐渐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彼此

合一，同心合意不是因为观点没有不同，而是大家的心都聚集在使命之上，追求彼此合一。 

 

 不互相比较 No comparisons among each other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保罗说他奉基督差遣乃是为传福音，原不是为施洗时，他並不是轻视洗礼的价值，因为洗礼也

是基督亲自命令的。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 

保罗在此强调的是，没有人能夠做完所有的工作，保罗的恩賜是传道，因此他专心传道。基督

教的工作必须以团队的方式进行，绝不能只靠一个传道者完成所有使徒的工作。我们必须完成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並同心同行的完成它。 所以须要每个人彼此同心同行的一起服事。同

工也不要互相比较，因为当你开始比较，你便开始烦恼。 

 

 荣耀神的名 Gorify God’s name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17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

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无论我们有什么优势，或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一旦传讲十字架，这一切都归于无有。因为十字

架的道理提醒我们一个事实，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事。我们的确要儆醒，我们有时因为工作蒙神

的恩典有了成绩，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挺荣耀的。荣耀自己的态度就开始露出来了，荣耀自己

的话也开始说出来了。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要恒切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保守。 

 

罗马书 Romans 15:5-6 

5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6 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父！ 

我们的生活应当只照主耶稣基督为标准。若所有基督徒都只有一个标准来思念、选择、实行任

何事，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同心同行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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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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什么事情会导致人不能够彼此合一？Please share what will cause people not to 

be united as one with each other? 

 

Q2. 请分享我们信主至今，是否与神建立了同心同行的关系？Please share whether we have 

established a relationship of having the same heartbeat and way with God since we 

believed in the Lord? 

 

Q3. 要彼此合一，你会什么做？To be one with each other, what would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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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 和 8 日守圣餐 

• 我们将在 8 月 7 和 8 日周末守圣餐。 

• 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如果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祂大能之日 

• 今年的“祂大能之日”主题是“盼望：遍地皆是祷告殿”。 

• 今年不会是众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祷告，而是作为一个子民遍布在众多地方祷告。 

• 以两种语言在网上进行直播： 

o 英语，8 月 6 日（星期五） 

o 华语，8 月 8 日（星期日） 

• 两场祷告会都将在晚上 8.00 开始。 

• 请到爱新加坡的 Youtube 频道 (youtube.com/LoveSingaporeOnline) 或脸书 

(facebook.com/lovesingapore.org.sg) 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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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病规定的最新报导 

• 我国从 2021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起，重回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 

• 有两个关键的修改需要注意： 

1) 每组聚集的人数以及拜访每户家庭的访客人数已经减少至 2 人。 

2) 不允许在台上现场歌唱与不戴口罩的演讲在实体聚会进行。 

• 我们将根据收紧的措施，实施以下： 

1) 坚信浸信教会的聚会将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实体聚会将暂停，直至新措施放宽为止。 

2) 小组聚会 / 活动将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面对面小组聚会 / 活动将暂停，直至新措施放宽为

止。 

3) 训练课程将全部转移到线上进行。实体课程将暂停，直至新措施放宽为止，有实体部分的课

程将重新安排。 

• 有关婚礼和葬礼更多已更新的公告，可以上网 www.fcbc.org.sg/zh/covid-19 查看。 

•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与你各自的牧师和组长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