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4 周（2021 年 10 月 31 日–2021 年 11 月 6 日）
A. 欢迎 Welcom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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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风采
目的：提供一个新颖的方法来互相认识
内容：
1. 组长向大家说明活动方式，例如：身上穿的衣服可以让真我流露，同样的，每个人身上的
物件都可以代表自己。
2. 让每人在室内或自己身上找一件物品可以代表自己。
3. 各人分享所选物品，解释原因，例如：我选手表，它代表我很有时间观念…
4. 分享过后，互相代祷，感谢神赐给我们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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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上帝

给我新的心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Ho’ Goa Sin E Sim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Goa e ho peng iu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紧来信耶稣

我要尊崇祢

手里拿著我的心

Kin lai sin Ia-so'

Goa beh chun chong Li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信耶稣真正好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Sin Ia-so' chin chia* ho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灵魂得拯救

我要尊崇祢

求祢悦纳我的心

Leng hun tit chin kiu

Goa beh chun chong Li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我要永永远远

*哦我放我这颗心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称颂祢的名

在祢的手里面

Chheng siong Li e mia

Ti Li e chhiu lai bin

我要永永远远

请祢给我新的心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称颂祢的名

会明白祢的心意

Chheng siong Li e mia

Oe beng pek Li e sim i

求帮助我, 主圣灵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给我越来越爱祢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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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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0 月 23 日
马可福音 Mark 10:13-16
13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14 耶稣看见就恼怒，对
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15 我实在告
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16 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耶稣教导我们必需像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并不是要我们幼稚，而是要我们有一颗单纯相信
的童心。
路加福音 Luke 10:21 就在这时候，耶稣受圣灵感动，充满喜乐地说：“父啊，天地的主，
我颂赞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有学问的人隐藏起来，却启示给像孩童一般的人。父
啊！是的，这正是你的美意。
神启示给有童真般信心的人。
马可福音 Mark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耶稣是在教导我们无论男女老幼，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我们必须拥有童心！
马可福音 Mark 10:13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经文提到门徒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见耶稣的人。可能他们看到耶稣很忙碌，或他们觉得耶稣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又或许他们认为小孩子没有身份和地位，怕耽误耶稣宝贵的时间，
所以不想这些人去打扰祂。他们是用心良苦，处处为耶稣设想，但他们所做的却不合神心意。
帮助我们在属灵成长的童心特征：
1. 谦卑顺服 Humility and Submissiveness
马太福音 Matthew 18:4 凡自己谦卑像一个小孩子的，在天国里他是最大的！
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不虚伪，不自大。谦卑不是自卑，而是愿意放下自己，坦承我们需
要上帝的帮助，紧紧抓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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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Psalm 131:1 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
敢行。
这节经文有三个「不」：不狂傲，不高大，不敢行。而这三个「不」反映出大卫內心有很大的
谦卑。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6-8
6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
式；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保罗分享到耶稣道成肉身充分展现的谦卑顺服，否则祂原本为神，不必如此。但祂要救世人，
便自甘卑微，既取了奴仆的本质，顺服天父的旨意，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2. 单纯相信 Pure Faith
传道书 Ecclesiastes 7:29 我只发现一件事，上帝造的人本来正直，人却找出各种诡计。”
小孩子的单纯就在于他们不会装假，他们若要向父母说什么或要什么，也不会拐弯抹角，乃
是直呼所求。小孩子不只是单纯，他们更是对父母亲所说的话，所承诺的是深信不疑！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17:32 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
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当大卫看见没有以色列的勇士敢出战，他便主动请缨出战。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17:33 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
轻，他自幼就做战士。”
大卫的勇举并没有得到扫罗的嘉许，反而被他质疑。
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17:34-37
34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
35 我就追赶它，击打它，将羊羔从它口中救出来。它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它的胡子，将它
打死。36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
和熊一般。”37 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大卫对上帝是单纯的相信，知道上帝也会像以往帮助他击倒狮子和熊一样，助他一举打倒歌
利亚！这就是孩子般的信心，他不想那么多，他不怕失败，他敢敢相信，敢敢去做！如果我
们要成就我们教会的异象：创造还未存在的现实，我们需要拥有像大卫样的这种单纯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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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记上 1 Samuel 17:45-47
45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
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46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
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
中有神；47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结果年幼的大卫用一颗石头把巨人歌利亚打死了，非利士军队就都逃跑。
3. 全然信靠 Complete Trust
小孩子自己不能自给自足，一切所需用的都要仰赖父母的供应，他们也从不会不好意思向父
母伸手要东西。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19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足。
在这节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但是我们常常不相信
神会供应充足，而忧虑。
诗篇 Psalm 62:8 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 Psalm 121:3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我们有一位时时刻刻保护我们的上帝。
马可福音 Mark 10:15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上帝要我们有一颗童心，才可以进入神的国，祂要我们成为祂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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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你要如何在学习小孩子的勇气的同时，又能不失鲁莽和自我克制？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learn the courage of children without being reckless and losing selfrestraint?
Q2. 从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给了你什么启发？你将如何持续初信主时的那种单纯的信心？
What inspired you from the story of David's defeat of Goliath? How will you continue
the pure faith you had when you first believed in the Lord?
4

Q3. 请分享你要如何不让你生活的经验影响了你对主全然的信靠。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prevent your life experience from affecting your complete trust in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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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和 7 日守圣餐

• 我们将在下个周末（11 月 6 和 7 日）守圣餐。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若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 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实体聚会轮替表

•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轮替表如下：
o 11 月 6 日 - 傅伟龙与黄静仪牧师
o 11 月 13 日 - 陈国贤与许丽云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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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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