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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 第 33 周（2021 年 8 月 15 日–2021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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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自我 

目的：学习放下自我 

材料：有色贴纸 

内容： 

1. 将贴纸分派各人。  

2. 在限时内，各人可自由活动与人交谈。交谈中不准说“我”字（包括谐音）。  

3. 如对方犯规，将贴纸贴在他的面上。  

4. 时间到了，选出面上最多贴纸的人，分享被人“整容”、“整蠱”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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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里 
Ti Ia-So' Lai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Tui ta* tit kau eng eng oan oan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Ti Ia-so' lai, lan lang si chit ke lang 

保守我的心 
Po Siu Goa E Sim 

 

主啊保守我的心 
Chu ah, po siu goa e sim 

胜过保守我的一切 
Seng koe po siu goa e it chhe 

因为一生的果效 
In ui it seng e ko hau 

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Si tui goa e sim lai hoat chhut 

 

*哦恳求主洁净我心 
O khun kiu Chu kiat cheng goa sim 

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Ui goa cho chit kho chheng kiat e sim 

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 
Khun kui Seng Leng khia ti goa lai bin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Ho' goa tiong sin u chia* tit e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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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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骄傲的人吗？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8 月 7 日 

 

箴言 Proverbs 6:16-19 

16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17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

人血的手，18 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19 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 

骄傲的人会自夸，张狂，目中无人；骄傲的人将个人的利益摆在别人的利益之上；骄傲的人渴

望得到别人的赞赏和崇拜；骄傲的人不和别人分享功劳，只关注自己的成功；骄傲总是拿自己

的能力与别人相比，使自己显得比别人优越。在箴言 6:16-19 里，列出神憎恶的七大罪孽，骄

傲位居榜首。 

 

箴言 Proverbs 16:5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但是骄傲已在我们人堕落的天性里扎根，没有人会免于骄傲

的诱惑。 

 

在路加福音 18:9-14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

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路加福音 Luke 18:11-12 

11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12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这个法利赛人很自大，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圣洁，更虔诚。 

路加福音 Luke 18:13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

怜我这个罪人！’ 

税吏却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这样说： 

路加福音 Luke 18:14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们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认为自已比別人更圣洁，更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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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骄傲的人会： 

 

1. 谦卑 Humble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3 …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一个谦卑的人是不求自己荣耀，不求别人称赞的人，也不是一个与别人作比较的人。谦卑不等

于受辱，不是贬低自己，而是提升别人。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中，也常会见到谦卑的事例，而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一个谦卑的榜样。耶稣并没有选择拥有让世人赞叹的身世，也没有选

择过世人所羡慕，奢华的生活，而是以谦卑的方式，降生在这世上，并且选择了一种谦卑的方

式生活。当耶稣基督即将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时，与门徒一起吃晚饭后，祂亲自为门徒洗脚。 

 

约翰福音 John 13:4-5 

4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5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

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耶稣在最后晚餐时，为门徒洗脚，把外衣脱下，用毛巾束腰，弯下腰来为每一个门徒洗脚。在

当时的社会中，为人洗脚是非常卑微的事。这一切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谦卑，祂在以实

际的行动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谦卑。虽然祂是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那至高荣耀的神，

但是祂依然选择用谦卑的方式来服侍，处处作我们的榜样，教导我们当如何谦卑。 

 

雅各书 James 4:6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应许施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有神随时的扶助，谦卑的人能得着随时的成长与更新。愿我

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愿普天下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存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俯伏在祂

的面前，虚心的从祂那里受造就，得成长，得享祂的赐福。我们要谦卑，不要作骄傲的人。 

 

2. 顺服 Submit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是一个最有资格骄傲的人, 但是他没有骄傲。祂是天父的独生子，荣耀的神，应该是坐在

祂荣耀的宝座上，施行祂的权柄，统管祂伟大的国度。但祂却选择道成肉身，成为了人的样式，

来到了我们中间，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拥有顺服的心。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21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我们不单顺服主耶稣，我们也顺服主所要我们顺服的人。在外面，我们是顺服人；在内心，我

们却是顺服神。彼此顺服是源于主耶稣的爱，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何要顺服神以及彼此顺服。有

可能你会顺服神，但是要你顺服人，可能比较难，尤其是你不喜欢的人，特别是那些在上有权

柄的人。我们看圣经什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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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Romans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沒有权柄不是出於神；我们千万不要只把眼睛看在人身上，以为是人给我这样不公正的安排。

我们应当透过人，看见神的手，知道是神的带领，是神的安排。假如你知道什么叫权柄，你就

会自动并乐意将自己放在别人的权柄之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谦卑与顺服神的人，免得

受神阻挡，失去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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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骄傲的人？你是否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专挑剔别人所犯的错误？请分享。

Are you a proud person? Do you think that you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ike 

to find faults made by others? Please share. 

 

Q2. 你是否有谦卑的心？会尊重别人？会承认自己的过失并道歉？请分享一件关于自己谦卑的

例子。Do you have a humble heart? Will respect others? Will admit own fault and 

apologize? Please share an example of your act of humility. 

 

Q3. 对于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你是否有掙扎? 你要如何学习顺服？Are you struggling with 

submitting to the authority above you? How do you learn to be submi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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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实体聚会 

• 从下个周末（8 月 21 和 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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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暂时不会恢复福建、青少年和 G 代儿童的实体聚会。 

• 手语和智障人士聚会只在线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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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场聚会将开放给 200 人出席。 

• 出席者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之一： 

a) 已完成疫苗接种（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两周后） 

b) 从冠病中康复 

c) 获得有效的活动前检测阴性结果 

• 门票将在每个星期三，晚上 9.00 开放预订。 

• 你的团队牧师会把票务网站(fcbc.org.sg/ticketing)的密码发送给你。 

• 请浏览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查看有关实体聚会的资讯。 

• 请浏览 fcbc.org.sg/zh/covid-19 查看有关最新的冠病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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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