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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 周（2021 年 1 月 24 日–2021 年 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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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为你做多些 

目的：训练记忆力及创意 

内容： 

1. 大家围成一个圆圈。 

2. 带领者先做一个动作，右边的组员重复此动作並自创一个动作，下一位组员模仿他，再加一

个自选动作，以此类推。 

3. 直至有组员不能重复或忘记之前其中一个动作，便算输。玩的次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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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单单仰望祢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因为祢是我依靠 
In ui Li si goa oa kho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仰望耶稣的荣光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使地上发芽结实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显出爱疼的根据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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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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 月 16 日 

 

诗篇 Psalm 41:1-2 

1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2 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

在地上享福... 

 

上帝爱贫穷的人，我们也要爱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 

利未记 Leviticus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 

申命记 Deuteronomy 15:7-8 

7…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8 总要向他松开手，

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 

 

若我们没有怜悯贫穷的人，反而欺负他们，上帝说我们是在侮辱祂。 

箴言 Proverbs 14:31 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我们要去帮助贫穷的人，不要说他们贫穷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不但有关系，关

系很大。若我们不听贫穷人的哀求，我们以后向上帝哀求时，祂也不听。 

箴言 Proverbs 21:13 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 

 

圣经还警告我们，若我们有谁抢穷人的东西，上帝必要那人的命。 

箴言 Proverbs 22:22-23 

22 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23 因耶和华必为他

辨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 

 

耶稣告诉我们，若我们记念贫穷人，上帝一定会报答我们。 

路加福音 Luke 14:13-14 

13 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14 因为他们没有

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早期的教会很认真的对待上帝叫他们记念贫穷人的命令。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早期的教会怎样

去帮助贫穷人，信徒的财物,  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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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Acts 4:32,34-35 

32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34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35 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既然上帝要我们记念贫穷人，而我们也知道帮助贫穷的人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

帮助贫穷的人呢? 

 

1. 金钱上 Financially 

 

钱的确能在许多的事上帮助到贫穷的人。比如他们需要钱买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包刮米和油；

还有日常用品如牙膏、肥皂、卫生纸…等等；还得买衣服、裤子和鞋穿。他们也需要钱付水电

费和房租。 

所以若我们有能力在金钱上帮助贫穷的人，我们就尽量帮助他们。尤其是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

候，我们更要愿意按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去帮助他们。千万要记住, 我们是祝福他们，不是

借钱给他们。所以我们不要过后伸手向他们讨钱，叫他们把钱全部还给我们。 

 

我们也可以趁过年过节的日子，或在他们的生日，给他们一个红包。还可以买 NTUC 的礼劵， 

买 MRT 储值卡祝福他们。甚至把我们多余的衣服、裤子和鞋都给他们。 

 

我们的教会也有爱新加坡基金，帮助那些因为突然生活发生了状况，导致在短时期内，有经济

上的困难, 不能度过难关的人。爱新加坡基金通常会在金钱上帮助他们三个月，若还不能过关，

可能会再帮助他们多三个月。有许多教会的朋友已经受到爱新加坡基金的帮助，度过了难关。 

 

2. 力量上 Physically 

 

若我们没有能力在金钱上帮助贫穷的人，可以在力量上帮助他们。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我们可以出力帮助他们,  因为出钱和出力都同样的重要。 

 

我们可以帮忙贫穷的人，打扫屋子。由于他们一般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没有时间做家务，我们

可以出力帮忙他们。我们也可以帮他们看小孩，让他们能专心地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工作，我

们可以设法帮他们找工作。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准备午餐或晚餐。只要是我们力量上做得到的，

我们要尽量去帮忙贫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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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James 2:15-16  

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16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

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若我们只是用口，说说而已，没有真正地热心去帮助贫穷的人，圣经说那是没有用的。真正的

爱是付出的爱，是要有行动的。 

 

3. 精神上 Mentally 

 

我们不只能在金钱和力量上帮助贫穷的人，也能在精神上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他们大多数是

孤孤单单生活的老人家，没有什么家人，亲人和朋友。让我们成为他们的朋友，去探访他们，

与他们说话聊天，给他们在精神上有一些寄托，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孤单是痛

苦的，是一种折磨。所以当我们去探访他们时，一定要找适当的话题与他们说话聊天，让他们

开开心心。 

 

若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他们的生命可能失去了盼望。他们日子一天过一天，不知道生活的意义，

所以有一些人甚至想要自杀。我们能给他们最大精神上的帮助，就是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能

认识耶稣。有了耶稣，他们的生命就会有意义，有盼望。耶稣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他们不会再

感到孤单绝望。他们能笑，能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唯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并长久地帮助他们。 

 

诗篇 Psalm 121:1-2 

1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2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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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经在金钱上帮助过别人？若有, 请分享你的经历；若没有，为什么？Have you 

ever helped someone financially? If yes, 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if no, why? 

 

Q2. 除了在信息中所分享的例子，请列出其它能在力量上帮助贫穷人的例子。你有这样去行吗？

Beside those examples shared in the sermon, please list down other examples of 

helping the poor physically. Did you do these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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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我们能给贫穷的人最大精神上的帮助，就是与他们分享福音，让他们能认识耶稣。请分享

一个圣灵感动你去传福音的人，然后组长带领大家祷告。The best mental help we can offer 

to the poor is by sharing gospel with them and lead them to receive Christ. Please share 

one person that the Holy Spirit has impressed you to share gospel with. The cell leader 

then leads everyone in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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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6 和 7 日守圣餐 

我们将在 2 月 6 和 7 日守圣餐。接下来，我们将在每月的首个周末守圣餐。除了 4 月份，我们

则在复活节的周末守圣餐。 

在准备圣餐的材料时，你可以使用最接近我们平常在教会使用的材料： 

o 准备饼：一小块的饼干、脆饼或白面包即可 

o 准备杯：少量的红色果汁或饮料即可 

聚会开始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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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我们的心： 

o 归向神：将我们的心重新献上给神，并为罪悔改 

o 感谢神：以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而牺牲 

牧师将带领我们一起吃主的饼及喝主的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