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2 周（2022 年 8 月 7 日–2022 年 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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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习积极正面地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冲突
内容：
带领的人提出以下问题，组员们展开分享：你跟别人意见不同时通常如何处理？如果对方跟
你争论，你一般如何面对争论？
组长最后总结并提醒大家，在发生争论时，无论怎样，要以温柔的心回答即使不友善的责问，
说出的言语仿佛用盐调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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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我要单单仰望祢

作主的门徒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o Chu E Mng T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牵我的手, 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求祢保守甲看顾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忠心跟随祢道路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因为祢是我依靠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In ui Li si goa oa kh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仰望耶稣的荣光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Chu Ia-so', ah… Chu Ia-s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拿掉我的烦恼

主耶稣, 啊…主耶稣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Chu Ia-so', ah… Chu Ia-so'

使我每天笑

阮欲作祢的门徒

Ho' goa tak jit chhio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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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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主权的神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7 月 30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20:1-16
1“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2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
发他们进葡萄园去。3 约在巳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4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
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5 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
行。6 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
呢？’7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8 到了晚上，园
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9 约在酉初雇
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10 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
一钱。11“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12‘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13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
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14 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15 我的
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16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
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在这个比喻里，“葡萄园主人”就是上帝；“工人”就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打发他们进
葡萄园”就是上帝差派我们去收割祂的庄稼，去传天国的福音，结果子，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这个比喻所要强调的是葡萄园主的主权，而不是工人的选择。我们的神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神！
从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能在三方面认识到神的主权。
1. 神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 God owes us nothing
马太福音 Matthew 20:12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
们一样吗？’
葡萄园的工人收到工钱之后，就向主人抱怨，他们认为主人不公平，那些只做了一个小时的
工人，不应该跟他们同得一样的工钱。他们觉得主人亏欠他们。
马太福音 Matthew 20:13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
是一钱银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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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人照原来的约定，他跟工人讲定的工钱是一天一钱银子，所以主人就付一钱银子，这
很公平，主人根本就没有亏欠他们。所以并不是主人对早来的工人不公平，而是他们有错误
的期待。他们认为既然晚来的工人得到一钱银子，自己应该会得到更多。
那些抱怨的工人，他们其实并不享受和主人一起工作，也不享受与主人的关系。他们没有觉
得能够进到葡萄园里，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自己吃亏，因为他们
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他们在乎自己的付出和辛劳一定要得到奖赏。
如果我们不以主为乐，不能够享受我们与神的同工，在事奉主的过程中没有喜乐，我们就会
和第一批工人一样，抱怨，比较，失望。神已给了我们一切，祂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其实
在这个比喻中，真正吃大亏的是葡萄园主人。
马太福音 Matthew 20:14 告诉我们，他愿意这么做 “...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
我愿意的。”
上帝愿意自己吃亏，让我们进入祂的国度里，这就是爱。上帝因为爱我们，祂愿意赐下独生
子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也是因为爱我们，愿意降生马糟、受鞭伤、钉十架、牺牲自己的生命。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6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
行神的旨意，
我们事奉神也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是为了要回应神的爱，不是为了换来别人的称赞，不是要
得着神的赏赐，我们只想告诉神“我爱祢”。我们能够事奉神，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我
们的荣幸和福分。
2. 神顾念人多于其他东西 God cares for peopl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葡萄园主人愿意将一天的工钱给那些只做一小时的工人，原因是他知道这些连一个小时的工
作都愿意来做的人，他们真的非常需要这一钱银子的工钱来喂饱一家人。主人想到的是人的
需要，而不是自己的利益。他希望能供应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要别人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我们的上帝同样是这样顾念人多于其他东西的神，祂是一个关心我们需要的神。神做任何的
事情，都是出于爱，祂希望我们得着最大的好处和帮助。神以祂的慈爱，向人赐下最大的包
容和怜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的，祂慷慨赏赐许多祝福给我们和其他的人。
诗篇 Psalm 8:4-5
4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5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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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和神有又深又亲密的关系，就知道祂的心意是要顾念世人，也清楚祂慷慨的本性。因
此，在我们心里就不应该有嫉妒，也不会跟别人计较。
加拉太书 Galatians 2:10 只是愿意我们记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使徒保罗也是一个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眼来看世界，要更
多去顾念、关心和帮助围绕在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
3. 神赐救恩全是祂的恩典 God's salvation is all by His grace
诗篇 Psalm 3:8 救恩属乎耶和华，...
救恩不是靠我们付出而赚回来的，救恩是神按照祂的主权给予的，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第一批进葡萄园的工人是蒙福的。他们从第一个小时就被选上，从第一个小时就不用担心食
物。他们不用在烈日当空中苦苦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主人并没有亏待第一批工人，
他还是给了讲好的工钱，他们的生活还是无忧的。
马太福音 Matthew 20:15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葡萄园主人要给工人多少，就给多少。我们能进天国是一种恩典，这恩典是出于神的主权。
其实，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切，是我们不配得的，因为我们是软弱、没人要雇用的工人。
但是神怜悯，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因此，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天天努力地为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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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对你的事奉态度有什么提醒？What does the parable of the
workers in the vineyard remind you of your attitude towards ministry?
Q2. 你平常比较重视自己的需要，还是别人的需要？为什么？Do you focus more on your
own needs or the needs of others? Why?
Q3. 请分享你如何看待神赐给你的救恩？你愿意成为神的工人，为神去收庄稼吗？Please
share how you feel about the salvation God has given you? Are you willing to be
God's worker and reap the harvest fo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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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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BC 大会
•

我们的 FCBC 大会将于 8 月 25 至 28 日，以线上和实体的方式举行。如果你还没
有计划哪个时段和组员一起到现场参加，又或是在家里一起观看在线直播，请尽
早计划安排。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分享更多关于观看派对的详情。
a. 票务
o 你能从 7 月 31 日傍晚 5.00 开始上网 fcbc.org.sg/conferenceticketing 订票。
o 唯有到现场参加大会的出席者需要订票。10 岁及以上的出席者需凭门票入场。
o 请注意，所有在现场进行的节目只开放给完成疫苗接种者出席。
o 从 8 月 18 日起，所有剩余的门票将开放给其他坚信浸信教会的会友预订，包
括没有参加小组的会友。
b. 儿童与家庭
o 如果你有幼儿并打算参加实体的大会，请注意：我们在触爱中心的 3 楼和副堂
划出了空间，让家长可以带着幼儿一起参加大会。
o 我们会在以上地点提供手工艺材料和其他资源，让你的孩子使用以打发时间。
o 在整个大会期间，触爱中心也设有育婴设施和热水器供你使用。
c. 聚会的更动 - 手语和智障人士/福建聚会
o 因着大会的进行，我们的手语和智障人士以及福建聚会将有一些更动。
o 大会举行的周末将不会进行手语和智障人士聚会。
o 8 月 27 日也不会进行福建实体聚会。我们会预先录制福建聚会的视频，并上
载到网上。
o 鼓励讲福建话的会友，如果可以就参加实体的大会。
o 请到我们的社交媒体和教会网站查看。

• 祂大能之日
o 华语的聚会将于 8 月 7 日晚上 7.00 在圣公会救主堂（一个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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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英语的聚会则于 8 月 8 日晚上 8.00 在六个地点（东部-勿洛福音堂；东北部圣殿福音教会；中东部-坚信浸信教会；北部-胜利家庭中心，三巴旺；中西部
-圣公会救主堂；西部-新加坡希望教会）进行。
o 鼓励大家出席的地点是靠近你平时小组进行的地方，又或是靠近你所居住的地
方。
o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查看更多详情。

• 坚信浸信教会 8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这个月其他活动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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