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52 周（2021 年 12 月 26 日–2022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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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庆祝圣诞的真实意义
内容：组员们各自分享圣诞节对个人有什么意义？
如果需要的话，组长可开启话题，带领大家进入分享。比如，你认为庆祝圣诞是各式的节庆
活动，购物，圣诞老人，贺卡，互赠圣诞礼物，狂欢派对？还是庆祝耶稣的降生等等。各人
分享完毕时，组长进行总结：圣诞节对我们而言，是庆祝耶稣基督神儿子的降生；主耶稣是
我们欢庆的唯一主角，是我们信徒传扬耶稣基督的爱与救赎，带人来到神的面前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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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赞美主

给我新的心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Eng Oan O Lo Chu

Ho’ Goa Sin E Sim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我站立在你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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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Goa khia khi ti Li e bin cheng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手里拿著我的心
Chhiu lai theh tioh goa e sim

我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Goa e se* mia ti Li e lai bin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求祢悦纳我的心

Goa beh o lo I

Kiu Li chiap siu goa e sim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哦我放我这颗心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O goa pang goa chit e sim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在祢的手里面
Ti Li e chhiu lai bin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请祢给我新的心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Chhia* Li ho’ goa sin e sim

祂是我的全部

会明白祢的心意

I si goa e choan po'

Oe beng pek Li e sim i

*我要来赞美祂

求帮助我, 主圣灵

Goa beh lai o lo I

Kiu pang cho’ goa Chu seng leng

我要来敬拜祂

给我越来越爱祢

Goa beh lai keng pai I

Ho’ goa na lai na thia* Li

我要来服事祂

给我永远活在祢里面

Goa beh lai hok sai I

Ho’ goa eng oan oah ti Li lai bin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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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开始

讲员: 钟金明牧师 Ps Cheng Kim Meng

讲道日期：2021 年 12 月 18 日
启示录 Revelation 22:7,12,20
7“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12“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
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20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
来！
求主赐我们一颗警醒的心，预备主的再来，活出一个标竿的人生！
马太福音 Matthew 24:36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
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所以当我们研究末世预兆，不是要预测哪年哪月哪日，因为没有人知道，而是为了装备和预
备自己，警醒和忠心等候主的再来。
若要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必须从心开始，活出标竿的人生！
1. 活出信心（童女的比喻）Live out faith (Parable of the Ten Virgins)
马太福音 Matthew 25:1-2
1“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2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童女的比喻：每个信徒要为自己的属灵境况负责，面对后果。 除了预备灯油这件事之外，这
十个童女在其它方面都是一样的。当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全都打盹，也全都睡着了。但她
们的结局不是全都一样。
马太福音 Matthew 25:9-10
9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 的那里去买吧。’10 她们去买的
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 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结果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同新郎进去坐席。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灯油用尽了，赶忙去买所需
的油，结果赶不上参加筵席，被关在门外。在这比喻里，预备足够的灯油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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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25:11-13
11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12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13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耶稣再来，带领祂的子民回天家前，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等候祂。我们与神的关系，灵命的成
长是个人的事，不能倚靠牧师或组长。我们要天天与神亲近，读经，祷告，更多认识祂。我
们的信心要成长，晓得耶稣复活的大能，愿意一同受苦效法祂死。
2. 活出忠心（才干的比喻）Live out faithfulness (Parable of the Talents)
马太福音 Matthew 25:14-15
14“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 业交给他们，15 按着各人的才
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 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无论从主人那里拿到多少，如果仆人没去完成主人给他的任务，不能以能力不足为借口， 只
因是他懒惰。
马太福音 Matthew 25:20-21
20 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
了五千。’21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
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神按我们的能力赐给我们时间，才能，恩赐，财富和其它的资源。我们只是一个管家，但要
有智慧的投资，直到耶稣再来。不在乎拥有多少（无需比较），乃在于我们如何运用我们所
拥有的。我们的时间，才能和金钱本来就不属于自己。 我们要忠心于神所给的，去做祂要我
们做的，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要做最好的投资，不要浪费生命，糊涂过日子。
马太福音 Matthew 25:25-26
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 子在这里。’26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那不忠心的仆人被主人称为‘又恶又懒’的仆人，他并不了解他的主人，或他对主人有错误
的认识，不知道主人的要求，也没有忠心于主人的托付。这就是没有按照神所赐给的资源，
尽力而为，反而是白白埋没了。
3. 活出爱心（绵羊和山羊）Live out love (Parable of the Sheep and the Goats)
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强调，服侍有需要的人的重要性。圣经里提到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
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 那就是我们要有爱神与爱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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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25:32-33
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 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33 把绵
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在右边的绵羊代表有爱心的信徒，主耶稣在 34 节称他们为“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
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当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饿了，这些有爱心的信徒就给他们吃。
马太福音 Matthew 25:35-36
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36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而且当他们在做这一切事的时侯，他们并不知道是会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马太福音 Matthew 25: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
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他们活出爱神爱人的心，愿意以物品、金钱、时间及行动来爱、帮助和照顾有需要的弟兄姐
妹们。主耶稣称他们为义人，是要往永生里去。
听完了以上的三个比喻以及末世圣徒所应有的新心，你可能会问，这些都很重要吗？可以不
去做吗？这是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基督不是在鼓励信徒，也不是劝勉信徒，而是在警告信徒，
在末世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时，所应该有的新心，现在就活出有信心，有忠心与有爱心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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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你目前与神的关系。有哪方面是必须加强的？Describe your present relationship
with God. Which ar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Q2. 你会在哪方面有忠心？请举两个例子。Where will you be faithful? Please cite two
examples.
Q3. 你要如何活出神的爱？How do you live out the lov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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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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