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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38 周（2021 年 9 月 19 日–2021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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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游戏：记起我的从前 

目的：彼此认识 

时间：15 分钟 

内容：每位组员伸出十只手指，然后轮流分享以下任何一样关于自己的事： 

1） 一件曾经做过的事 

2） 一样曾经吃过的食物 

3） 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 

轮到的组员在分享后放下一根手指，其他的组员若有同样的经历也放下一根手指；每个人轮流

分享，手指先完全放下者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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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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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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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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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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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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信的群体：神的策略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9 月 11 日 

 

坚信浸信教会的异象和策略，不是新的异象而是建立在教会成立后神所给的异象。过去 35 年

靠着神的异象，才能充满动力和热忱，付上代价走神给我们的道路。这是我们坚信的群体长期

不能失去的，是神的异象留给我们的属灵遗产。在时代不断变化和新的挑战面前，我们需要不

断思考神给我们的异象，并用神给的策略，成就神要我们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到目前为止，

神透过我们所做的事： 

 

1. 爱新加坡以祷告团结的运动 

2. 触爱社会服务 

3. 佳伟传媒 / 佳伟剧院 / 佳伟艺术 

4. 细胞小组教会运动 

 

异象没有策略是空谈的，策略是迈向神设定目标的道路。坚信群体的策略就是 G12，也是细胞

小组的提升方式。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3, 11-16 

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11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

立基督的身体，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

基督长成的身量，14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

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15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6 全身

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

立自己。 

 

以弗所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第 1 章到第 3 章，讲到上帝赐给我们非常大的属灵福气。这些祝福是天父上帝，

主耶稣基督和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是我们信仰的教义和真理的根基。 

以弗所书 Ephesians 1:3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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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从第 4 章到第 6 章，讲到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些属灵的福气，我们如何能在我们的生

命中活出这些真理，活出这些祝福。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若你说你相信神的一个真理，但你没有在你的生命活出这个真理，你根本就没有学到这个真理。

一个还没有活出的真理是一个还没有学到的真理。 

  

保罗强调我们要了解、珍惜并活出神的呼召。我们要完成神的使命，要成长越来越像耶稣。我

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蒙召的恩典相称，范围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活在群体中。 

 

我们为何要活在群体中？ 

 

1. 培养属神的性格 Develop God’s Character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3 

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 

这些属神的性格：谦虚、温柔、忍耐，都必须在群体里才能够培养的，单独一人不能培养出来。

保罗所用的词：互相、彼此、合而为一，证明了只有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才能学习如何宽容，

如何保持和平，如何合一。 

 

马太福音 Matthew 22:37-40 

37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38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40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对神的爱能够在爱人如己的学习中体现出来。若我们连看得见的人都不能爱，怎能爱我们

看不见的神呢？因此，若我们不爱人就表示我们不爱神。 

 

使徒行传 Acts 2:46-47 

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就如在早期的教会一样，教会的生活和服事都必须在群体里的。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15-16 

15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6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群体里面看到自己的软弱，彼此宽容、学习、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4 

 

 

2. 展现神的荣耀 Display God’s Glory 

 

马太福音 Matthew 5: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我们的属灵成长不是简单地从牧者那里听到信息，而是在群体中付出时间和精力服侍人，使我

们的心意改变，行出神的价值观，为主发光。 

 

约翰福音 John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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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群体生活中要合而为一。耶稣在受难前曾为门徒祷告，求天父使他们合而为一。我们能

在主耶稣的名下合而为一，是因为主耶稣舍命在十字架上，挪去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看到生命

的扭转，能互相宽容，和平相处，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好的荣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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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会舍己， 

耶稣不止为我们个人，也为着教会而死。因为祂的死，在世上建立一个团队（肢体）去传福音。

只有在群体里面才能看到神的大能。 

 

马太福音 Matthew 18: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

间。 

在群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神荣耀的彰显。当有人走进一个有神同在的群体，就会

感受到神的爱和真实。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白宫的一通电话犹如圣旨，将之前所有的预约自动取消。” —— 约翰·瓦尔沃德博士（达拉斯

神学院前任院长） 

 

“蒙召的意思就是圣旨到！” —— 杨锡儒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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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一个人若脱离群体，能达成“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属神的性格吗？

请分享。Do you think that if a person is separated from the community, he can achieve 

God’s character of "humility, gentleness, patience, and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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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小组的生活如何帮助你培养属神的性格？请分享你必须在什么性格上成长？How can cell 

group life help you to develop God’s character? Please share which character you have 

to grow in? 

 

Q3. 请分享你和小组组员如何能在小组里展现神的荣耀。Please share how you and your cell 

members can display God’s glory in the cel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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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 日/3 日开始，我们的实体聚会将有一些改变： 

o 参加聚会的人数将增加到 300 至 400 人 

o 星期日的英语聚会将于早上 9.30 恢复进行 

o 星期日的华语聚会将于下午 1.00 新的时段进行 

o G 代儿童聚会将于触爱中心与我们主要的聚会同时间进行 

• 我们也期待 11 月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我们的青少年和福建聚会。 

• 我们将于下个周末提供更多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