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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0 周（2021 年 10 月 3 日–2021 年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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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件自我介绍  

时间：10 分钟  

内容：组长说：“从一件衣服，可看到真我流露，你身上的物品也不例外。”  

1. 用几分钟在房中或自己身上找一样可以代表自己的物件。  

2. 各人分享所选的物件，解释理由。例如：“我选这手表，因为它代表我很有时间观念…。”  

3. 分享之后可互相代祷，感谢神赐我们这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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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唱歌跳舞赞美祂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I si Ia-so'  I si Ia-so'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我要来赞美祂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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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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以神为中心）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9 月 25 日 

 

我们要明白以神为中心就是要神成为我们生命中各方面的中心。 不单单在属灵的部份，而是各

方面都是我们的中心。 

 

约书亚记 Joshua 1:1-9 (CCB)  

1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对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2“我的仆人摩

西已经死了，现在你和全体以色列人要准备渡过约旦河，到我要赐给你们的地方去。3 我已把

你们脚掌将踏之地都赐给了你们，正如我对摩西的应许。4 从南部的旷野直到北部的黎巴嫩，

从东部的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部的地中海，包括赫人居住的全境，都将是你们的领土。5 在你

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够抵挡你。过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离开你，

也不丢弃你。6 你要刚强勇敢，因为你要带领这些人占领我起誓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7 你只

要刚强勇敢，谨遵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毫不偏离，就可以无往不利。8 你要常常

诵读这律法书，昼夜不断地思想，以便谨遵律法书上的一切指示。这样，你必亨通、顺利。9

我再次吩咐你，要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你的上帝耶和华

必与你同在。”  

 

我们如何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1. 信靠神——定睛仰望祂 Trust God – Fix our eyes on Him 

 

约书亚书第 1 章上帝就不断地提醒约书亚要信靠祂。 

摩西经历了上帝在荆棘的火焰当中跟他讲话，也看见了上帝带给埃及的 10 个灾难以及自己手

上的杖一提起来就将红海分开。上帝把摩西称为自己的好朋友。还有摩西上西奈山在那里经历

了上帝的荣耀。他下来的时候，脸是发出上帝的荣光。约书亚必须接摩西的棒子，带领以色列

人进入应许之地，这是十分重大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必须安抚约书亚，告诉约书亚说我

必与你同在。祂是在提醒约书亚不要凭着自己眼睛所能看见的，相反的是必须定睛注目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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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 Joshua 1:5-6,9 (CCB) 

5 在你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够抵挡你。过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离

开你，也不丢弃你。6 你要刚强勇敢，因为你要带领这些人占领我起誓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

9 我再次吩咐你，要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你的上帝耶和

华必与你同在。”  

上帝对约书亚说：我如何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 

上帝说：要注目仰望我，不要仰望摩西。摩西不是与你同在， 是我与你同在。所以你要仰望我。 

接下来上帝说要刚强勇敢，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在这几节经文， 为什么上帝重复提醒约书亚要

刚强勇敢呢？因为只要约书亚能刚强勇敢，就必定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申命记 Deuteronomy 31:23 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

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 

在这整个 31 章里面说了很多次刚强壮胆。 我们可能觉得上帝很唠叨，祂一直重复说同样的话。

因为上帝要提醒约书亚，我必与你同在。上帝要约书亚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仰望祂。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障碍，每一个人都会遇见困难。当我们的生命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

的眼睛就会被这些困难吸引去。我们就会忘记去注目我们的上帝。我们必须学习的就是，继续

的信靠神。就如以色列人必须学的，就如上帝如何教导约书亚。我们看使徒保罗所写的这句话。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4:16-18 (CCB)  

16 所以，我们不气馁。身体虽然日渐衰残，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17 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

难正在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18 我们注重的，并非看得见的事物，而是看不见

的事物，因为看得见的事物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事物才是永恒的。 

我们会遇见很多的挣扎，可是我们注目的不是这一切。我们注目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是上帝为

我们预备的。上帝教导约书亚不要记念以前所发生的，甚至不要关注摩西所做的。因为上帝如

何与摩西同在，也必与他同在。所以约书亚要信靠上帝。 

 

2. 顺服神——全心跟随祂 Obey God – Fix our hearts on Him 

 

每次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都会记得上帝说了：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可是，

这经节也有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关于顺服。 

 

约书亚记 Joshua 1:7-8 (CCB)  

7 你只要刚强勇敢，谨遵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毫不偏离，就可以无往不利。8 你

要常常诵读这律法书，昼夜不断地思想，以便谨遵律法书上的一切指示。这样，你必亨通、顺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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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上帝对约书亚说，你要信靠我；另外一方面祂说你要谨遵我的律法，按着我所吩咐你的

律法就行。上帝不断地对祂的子民这样说，告诉他们谨遵祂的律法的人必亨通顺利。 

 

申命记 Deuteronomy 31:12 (CCB) 要招聚所有男女、孩童以及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让

他们聆听这律法，学习敬畏你们的上帝耶和华，谨遵律法上的一切话。 

遵行的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了很多次。所以顺服不单单只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概念，在

新约里面也有。耶稣本身也说出了同样的一句话。 

 

路加福音 Luke 11:28 (CCB) 耶稣回答说：“但那听了上帝的话又去遵行的人更有福。” 

不要只是单单听上帝的话，而是要去遵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断学习的功课。我们必须用

一生来学习顺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学习的功课。 

当我们提到顺服的时候，不只是不要犯罪，按照十诫去做，也要去做正确的事。顺服神也包括

去做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基督徒必须全心地跟随和顺服上帝。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

的心就会定在耶稣的身上。最终信靠与顺服往往是连接在一起的。 

 

“只有信靠的人才能顺服，也唯有顺服的人才能信靠。” —— 潘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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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一件在你困难的处境当中，学习信靠上帝的事。Please share an account of a 

difficult situation in which you learned to trust God. 

 

Q2. 你是否在顺服上帝这方面有挣扎？你要如何胜过这个挣扎？Are you struggling with 

obedience to God? How can you overcome this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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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个周末轮到彭伟纶与张翠翠牧师的团队出席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 我们会继续观察疫情的情况，并在可以的情况下尽可能提供更多有关恢复实体聚会的计划的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