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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32 周（2021 年 8 月 8 日–2021 年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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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自己吗	？-	安全感	

目的：让组员认识到自己的安全感来自何物。	

内容：	1	首先每位组员分享一个自己最害怕出现的境况。	

															2	然后分享在这种境况里，什么东西带给你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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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年 
Chia Choe Ni 

 

这多年信耶稣 
Chia choe ni sin Ia-so' 

经过风经过雨 
Keng koe hong keng koe ho' 

有目屎有艰苦 
U bak sai u kan kho' 

记得救主会看顾 
Ki tit Kiu Chu e khoa* ko' 

主爱我才知影 
Chu ai goa chiah chai ia* 

着专心听主声 
Tioh choan sim thia* Chu sia* 

有喜乐有平安有主疼 
U hi lok u peng an u Chu thia* 

 

*有主甲我相作伴 
U Chu kap goa sa* choe phoa* 

风雨日子无摇动 
Hong ho' jit chi bo io chhoah 

主恩情安慰我 
Chu un cheng an ui goa 

主的话引导我 
Chu e oe in chhoa goa 

有主同在无孤单 
U Chu tang chai bo ko' toa* 

朋友心里你会知影 
Peng iu sim lai li e chai ia* 

虽有伤虽有痛 
Sui u siong sui u thia* 

有耶稣逗阵走 
U Ia-so' tau tin kia*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避难所 
Pi Lan So'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是我们的力量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是我们在患难中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随时的帮助 

Sui si e pang cho'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歌颂祂 
Goa beh ko siong I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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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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仆人的代价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7 月 31 日 

 

马可福音 Mark 6:1-6  

1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2 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

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

异能呢？3 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马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

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4 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

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5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6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耶稣回到了自己拿撒勒的家乡，他在会堂里分享神的话语。众人听见耶稣所讲的道，觉得很好。

但是，当他们认出耶稣以前是他们乡村的木匠，是马利亚的儿子，而且他们也认识耶稣的弟弟

和妹妹，他们对耶稣的态度马上改变。他们拒绝耶稣，不再尊敬祂，不再听祂讲道。在自己的

家乡里被认识自己的人拒绝是耶稣所付的代价。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在侍奉神的道路上，也有

面对过类似的拒绝、不尊敬和失望。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1:29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0-11 

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 或者我也得

以从死里复活。 

保罗说我们的呼召就是要为耶稣受苦，这是所有耶稣的门徒在侍奉主时，必须愿意付出的代价。 

 

路加福音 Luke 9:23-24 

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24 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路加福音 Luke 9:58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也同样告诉我们，若我们要跟从祂，就要愿意舍己和受苦，愿意付作仆人的代价。 

 

我们愿意付代价侍奉神，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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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的付出绝不徒然 — 别放弃！ Our labours are not in vain - Don't give up!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

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虽然有时我们服侍一段时间后，看不见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

只要我们不放弃，收成一定会来。 

 

加拉太书 Galatians 6:9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无论你正面对什么情况，隧道的尽头总有一道光，虽然看起来很难达到，但你可以继续努力去

做，最后你会发现事情总有美好的一面。—— 黛米洛瓦特 

 

在黎明到来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可能一直在服侍人，在带领某人信主，在帮助某人成长，

在鼓励某人摆脱坏习惯，在为某人作医治的祷告 ... 等等。我们可能正在考虑放弃，因为看不到

有任何的进展。我们累了，开始怀疑我们所服侍的人是否会有突破。若我们坚持到底，第一道

曙光必定出现。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就千万不要放弃，若现在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2. 我们的呼召是侍奉神 — 兴起来！ Our calling is to serve God – Let’s rise up!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生命的呼召就是侍奉神。我们被造是为了完成上帝预先为我们准备好的工作，祂呼召我们

去行善。所以我们要兴起来，开开心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约翰福音 John 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

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耶稣拣选了你和我来侍奉祂，祂的拣选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是否有能力去做神的工，

重要的是回应耶稣“我愿意”。因为只要是耶稣拣选了我们，祂必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 (智慧、

聪明、时间、金钱、力量)，使我们能顺利完成祂所吩咐我们所做的工。 

 

耶稣还应许我们，我们奉祂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阿爸父就赐给我们。我们什么都不会缺乏，

所以我们要敢敢兴起来，回应神的呼召。 

 

神不是呼召合格的人，祂帮助蒙召的人合格 —— 佚名 

 

3. 我们的奖赏是极大的 — 要加油！ Our reward is great – Let’s pum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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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Revelation 22:12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上帝要奖赏我们，祂的奖赏将多过我们在侍奉上为祂所付出的一切代价。虽然我们侍奉上帝的

目的不是希望从祂那里得到奖赏，但是当我们坚持侍奉上帝时，祂的本性就是要奖赏我们。 

 

启示录 Revelation 14:13 ...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

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上帝要根据每个人生命中所做的善事，来奖赏我们。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对我们的

永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加油！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4: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

耀。 

我们需要过一种配得上帝呼召的生活，愿意为祂的工付出代价。能侍奉上帝和服侍祂的子民是

很一件快乐和满足的事情。虽然我们会有许多的付出和牺牲，但若是跟我们将来会得到的奖赏

相比的话，这些付出和牺牲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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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曾经因为没有放弃服侍某个人而结果看到了突破的见证。Please share a 

testimony that you have eventually seen a breakthrough because you did not give up 

serving someone. 

 

Q2. 请分享你认为上帝呼召你做哪方面的服侍？你愿意兴起来吗？Please share which area 

do you think God has called you to serve? Are you willing to rise up? 

 

Q3. 若上帝问你要祂奖赏你什么，你会怎样回答祂？If God asks you what you want him to 

reward you, how would you answer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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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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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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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语的“祂大能之日”将于 8月 8日晚上 8.00在网上进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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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com/lovesingapore.org.sg) 观看华语的网上直播。 

 

• 生活对话日语课程（二） 

• 生活对话日语课程（一）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课程的第二部分报名现已开放。  

• 此课程为想要在本地和国外接触日本民众，并且想学习日语的坚信浸信教会会友开办。 

• 你不需要参加过课程的第一部分才能报名此课程。 

• 10堂课开始前会有一堂对课程的第一部分的介绍。 

• 课程将于 9月 7日至 11 月 16日透过 Zoom网上平台以英语进行。 

• 课程的费用是 50元，包括课本。 

• 请在 8 月 24日之前上网报名 fcbc.org.sg/japanesecourse。 

• 更多详情请查询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