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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1 周（2021 年 10 月 10 日–2021 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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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竞猜 

内容：带领者准备一些纸条并在每一张纸条上写上不同的圣经人物。将所有人分为两组，每组

挑选一个志愿者，让他从所有纸条中随意抽取一张。然后让他通过表演的方式给出提示，帮助

他小组的人在一分钟内猜出圣经人物是谁。这个游戏可以玩三轮，在两个小组中展开比赛，看

哪个组在最短时间猜中最多的圣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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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一切歌颂赞美 
It chhe ko siong o lo 

都归我主我的神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我们高声呼喊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奇妙的双手 
Ki Biau E Siang Chhiu 

 

曾有一双手使青瞑看见 
Bat u chit siang chhiu ho' chhi* mi khoa* ki* 

生命得光一切换新 
Se* mia tit kng it chhe oa* sin 

祂奇妙的手常常安慰我 
I ki biau e chhiu siong siong an ui goa 

导我行向光明 
Chhoa goa kia* hiong kng beng 

奇妙的恩典使我又得著 
Ki biau e un tian ho' goa koh tit tioh 

真美的新生命 
Chin sui e sin se* mia 

我永远感谢, 我永远赞美 
Goa eng oan kam sia, goa eng oan o lo 

耶稣奇妙的双手 
Ia-so' ki biau e siang chhiu 

 

*哦! 主!祢奇妙慈爱双手 
O! Chu! Li ki biau chu ai siang chhiu 

哦! 主!祢奇妙慈爱双手 
O! Chu! Li ki biau chu ai siang chhiu 

奇妙的恩典使我又得著 
Ki biau e un tian ho' goa koh tit tioh 

真美的新生命 
Chin sui e sin se* mia 

我永远感谢, 我永远赞美 
Goa eng oan kam sia, goa eng oan o lo 

耶稣奇妙的双手 
Ia-so' ki biau e siang ch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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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信的群体：我们的价值观（神的委托）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0 月 2 日 

 

“神的委托”是我们教会的价值观之二。委托是由一个团体或某人授权做某件事。当我们说到

神的托付时，就是说我们受到神自己（最大的权柄）的托付，为神的国度做一些事。 

 

圣经记载了许多受神委托的人： 

 亚伯拉罕受委托成为以色列的国父 

 摩西受委托带领上帝的子民出埃及 

 大卫受委托作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 

 彼得受委托成为了早期教会的领袖 

 保罗受委托到处为主作见证传福音 

 

创世记 Genesis 1:27-28 (CCB)  

27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祂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28 上帝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

种动物。”  

这是圣经里的第一任委托，是神特别委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 

 

以赛亚书 Isaiah 6:8 (CCB) 然后，我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

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必须对神的回应，愿意接受祂的委托。 

 

神的委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1. 神相信你 God trusts you 

 

神委托我们为祂做某件事，祂将那件事托付给我们是因为祂信任我们。 

 

创世记 Genesis 1:28 (CCB) 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

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种动物。” 

上帝给了我们一份职责，祂相信我们，委托我们去做。创世记一章记录了神所创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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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第 1-5 节)：创造光；第 2 天 (6-8 节)：创造天空；第 3 天 (9-13 节)：创造陆地、海洋

和菜蔬；第 4 天 (14-19 节)：创造太阳、月亮和星星；第 5 天 (20-23 节)：创造鸟类和海洋生

物；第 6 天 (24-31 节)：创造陆地生物和人类。 

祂把所创造和珍视的这一切，委托给人类来掌管。 

 

出埃及记 Exodus 3:9-10 (CCB) 

9 现在，以色列人的呼求传到我耳中，我也看到了埃及人怎样压迫他们。10 现在去吧，我要派

你到法老那里，带领我的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 

上帝选择透过摩西把以色列的子民带离埃及。上帝不需要透过我们来工作，但祂选择透过我们

来工作。这清楚地显明了神相信我们。 

 

约翰福音 John 21:15-17 (CCB)  

15 吃过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16 耶稣第二次问：“约翰的儿子西

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羊。”17 耶

稣第三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三次这样问他，就难过起来，

于是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羊，是祂的教会。耶稣深爱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虽然彼得曾

经否认耶稣，但耶稣仍旧选择相信彼得，并把祂所爱的教会委托给彼得牧养。 

 

“上帝选择了我，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不合格更有罪。因此，在祂打算通过我们完成这一伟大的

工作时，祂选择了我——因为上帝总是选择软弱、荒谬和毫无价值的人。” 

—— 圣方济各亚西西 

 

2. 神珍惜你 God treasures you 

 

创世记 Genesis 1:10,12,18,21,25 (CCB) …上帝看了，感到满意。 

创世记 Genesis 1:31 (CCB) 上帝看了，感到非常满意…… 

上帝说他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祂感到满意。但是当上帝创造人类时，祂说祂非常满意。这

证明了在上帝的一切创造中，祂最珍惜我们。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8-10 (CCB) 

8 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礼物；9 也不是由于你们的

行为，以免有人自夸。10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祂预先

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祂特别的珍惜我们。即便知道我们有软弱，祂还是愿意委托我们为祂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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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Genesis 3:23 (CCB) 因此，耶和华上帝就把亚当赶出伊甸园，让他去开垦土地——他

的本源。 

亚当和夏娃犯了罪，无法留在伊甸园里，因为那里是上帝彰显祂的同在和荣耀的地方。 

 

创世记 Genesis 3:21 (CCB) 耶和华上帝做了皮衣给他们夫妇穿。 

上帝给亚当和夏娃做了皮衣，展现了祂多么珍惜他们。即便他们犯了罪、上帝并没有不管他们，

仍然关心他们。上帝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混乱，但祂仍然珍惜我们。 

 

出埃及记 Exodus 3:11-12 (CCB)   

11 但摩西对上帝说：“我是谁啊？怎么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12 上帝

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带百姓离开埃及后，你们必在这座山上事奉我——这将是我派你去的

证据。”  

上帝应许祂会与摩西同在，因为祂珍惜摩西；上帝应许祂会与我们同在，因为他非常珍惜我们。 

 

当上帝委托我们去做某件事时，不仅是为了要完成这件事，更是要我们与祂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因着我们接受这委托，让我们有机会更认识、更亲近上帝，并能在过程中改变和成长。上帝不

需要透过我们来工作，但祂选择透过我们来工作，因为我们对祂很重要。 

 

“你通过实现目标得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通过实现目标，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 吉格·金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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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帝委托你去做某件事时，你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还是“为什么又是

我？”；或“我不行，请差遣别人。”，或其它回应？When God entrusts you to do 

something, will you say: "I am here, please send me."; or "Why me again?"; or "I can't, 

please send someone else.", or other responses? 

 

Q2.“你通过实现目标得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通过实现目标，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请分享你对这句话的见解。“What you get by achieving your goals is not as important 

as what you become by achieving your goals.”Please share your insights on this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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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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和 17 日）轮到陆文泰与吴妙兰牧师的团队出席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

语聚会。 

• 星期日的华语聚会则开放给所有会友订票和出席。 

• 我们正在观察当前的疫情形势，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更多有关恢复实体聚会的计划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