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2 周（2021 年 10 月 17 日–2021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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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胃王
目的：营造融洽气氛
内容：组员围坐成圈，一人开始说：“昨天我吃了 1 碗饭”，第二位接下去：“昨天我吃了一
碗饭、2 个蛋”，第 3 位：“昨天我吃了一碗饭、2 个蛋、3 块牛肉”。如此类推，最后可能
会是：“昨天我吃了一碗饭、2 个蛋、3 块牛肉、4 只鸭脚、5 片饼干、6 粒花生、7 根甘蔗、
8 个橘子、9 个苹果、10 颗胃痛丸。” 接不下去的组员要退出，剩下最后一位是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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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亲近主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Chhin Kun Chu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亲近主, 亲近主

I si Ia-so' I si Ia-so'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祂是我的神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I si goa e Sin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亲近主, 亲近主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我要赞美祂

万民都来赞美祂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Goa beh o lo I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祂是我的帮助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I si goa e pang cho'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祂是我的力量

坚定我软弱信心

I si goa e lat liong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倚靠祂的人必永不失落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Oa kho I e lang pit eng boe sit loh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来赞美耶和华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Lai o lo Ia-ho-hoa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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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来尊崇祂圣名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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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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创造）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0 月 9 日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1:16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
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上帝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如天空、海洋、山、树林、人类、动物等。上帝委托我们去管理祂
的创造物。上帝不需要透过我们来工作，但祂选择透过我们来工作，因为我们对祂来说很重要。
“神要我们透过对创造物的关护来反映我们对造物主的爱。” —— 约翰·斯托得
若我们爱我们的创造主，就会爱祂所爱所创造的一切，也会关注祂所委托我们去管理的创造物。
神的创造包含什么？
1. 人类 People
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祂委托我们去照顾人类。
马太福音 Matthew 28:19-20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委托和指示。我们要去传福音，带人信主，塑造门徒。
马太福音 Matthew 22: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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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爱人如己，上帝提醒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人。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3:1-3
1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2 我若有
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3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
我们为上帝所做的事都是好的，如传福音、说万人的方言、周济穷人等等。但若我们心中没有
爱，做这一切都于我们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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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3:4-7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
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们去服侍人其实并不困难，但要用真正的爱心去服侍他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对他们有
时会没有耐性，没有恩慈，会生他们的气。可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就是我们要面对
的现实，也是我们必须处理的。我们要以神的爱去关心、鼓励和扶持他们。
2. 大自然 Nature
大自然包括树木、花草、动物等。耶稣引用了自然界的元素来教导：如天上的飞鸟（马太福音
6:26）；百合花和草（马太福音 6:28-30）；狐狸和飞鸟（马太福音 8:20）。
马太福音 Matthew 6:28-30
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29 然而我
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耶稣教导我们上帝是如何的珍惜和供应我们，连所罗门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花。耶稣在表扬花
草和大自然，因为这些都是上帝伟大的创造。
神/耶稣被描述为自然界的元素：如神是我们的岩石（诗篇 31:3）；耶稣是神的羔羊（约翰福
音 1:29）；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启示录 5:5）。
创世记 Genesis 1: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当上帝创造大自然的时候祂很满意。虽然上帝明确的珍惜人类大过于大自然，但这不代表大自
然不重要。若大自然不重要的话，上帝就不会创造大自然，祂也不会把大自然交托给人类管理。
诗篇 Psalm 24:1-2
1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2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
上。
上帝很重视大自然，因为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祂创造的，都是为祂而造的，也都是属于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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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 Culture
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形当中突然间出现的。文化包括艺术，音乐，娱乐等。不同的地
方，不同的族群有他们自己的文化、风俗、习惯和信念。文化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并
在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生命。
罗马书 Romans 12:2 (CCB) 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
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祂悦纳的。
当上帝给祂的子民指示时，其实祂是在创造一个文化。当上帝说：不要害怕，祂与我们同在时，
祂是要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文化；对教会而言，我们要看到一个尊荣上帝的文化，而这个文化是
能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但不可追随世界的文化，而且还要创造出一个
能反映出耶稣的文化，能正面的改变人生命的文化。
马太福音 Matthew 5:13 (CCB) “你们是世上的盐。如果盐失去咸味，怎能使它再变咸呢？
它将毫无用处，只有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盐会带来改变。它能改变菜肴的味道，也能用来保存食物，使食物不会变坏。如果盐失去了咸
味，意思就是盐失去了改变的功能，那这个盐就沒有用了，应该被丢掉了。
马太福音 Matthew 5:15-16 (CCB)
15 人点亮了灯，不会把它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16 同样，你们的光也
应当照在人面前，好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赞美你们天上的父。
光能改变我们的环境，一旦有光，黑暗就不再存在了。如果灯不能照亮周围是没有用的。
我们是坚信的群体，作为这世界的盐和光，我们要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要转化不良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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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传福音是因为这是基督徒必须做的事，还是因为你如同耶稣一样，真心怜悯失丧的灵魂？
Are you sharing the gospel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a Christian must do, or because
you, like Jesus, truly feel compassionate for the lost souls?
Q2. 你能如何去看顾和保护大自然？你想从哪里开始？How can you look after and protect
the nature? Where do you want to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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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作为世上的光和盐，你要如何创造一个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文化？As the light and salt of
the world, how do you create a culture that reflects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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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个周末轮到余锡全与李爱蓉牧师的团队出席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 星期日，上午 11.30 的华语聚会则开放给所有会友订票和出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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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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