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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40（2022 年 10 月 2 日–2022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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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演我猜    目的：表达自己和理解别人 

内容： 1 事先预备好表演题目（可以是成语，运动项目…） 

           2 分组，每次派一个人出来表演，大家猜所表演的内容  

           3 在一定的时间内，分别计算所猜对的题目 

           4 最后大家可以分享与人相处时，要如何表达自己与理解别人，以达到更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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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靠耶和华 
Sin Kho Ia-Ho-Hoa 

 

信靠耶和华的人 
Sin kho Ia-ho-hoa e lang 

好像是锡安山 
Chhin chhiu* si Si-an-soa* 
永不摇动, 永不摇动 

Eng bo io tang, eng bo io tang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众山围绕耶路撒冷 

Cheng soa* ui rau Ia-lo'-sat-leng 

主也围绕你 
Chu ia ui rau li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Tit kau eng oan, tit kau eng oan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主耶和华款待好人 

Chu Ia-ho-hoa khoan thai ho lang 

平安归给你 
Peng an kui ho' li 

荣耀耶稣, 荣耀耶稣 
Eng iau Ia-so', eng iau Ia-so' 

哈利路亚 
Ha-li-lu-ia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x2)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单单仰望祢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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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祢是我依靠 
In ui Li si goa oa kho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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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仰望耶稣的荣光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拭干我目屎 
Sia* lang oe chhit ta goa bak s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互我得安慰 
Sia* lang oe ho' goa tit an ui 

 

*虽然我的肉体及我的心肠 
Sui jian goa e jiok the kap goa e sim tng 

渐渐地消退 
Chiam chiam e siau the 

总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力量 
Chong si Siong-te si goa sim lai e lat liong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Si goa e hok hun, tit kau eng 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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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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恩典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9 月 24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13:47-50 

47“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48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

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

别出来， 50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在撒网的比喻中，说到末世审判的情形。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

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义人与恶人要分出来，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神眼中的义人，而

得着救赎呢？ 

 

1) 回应呼召 Respond to the call 
 

约翰福音 John 3:16-17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17 因

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可能我们会说自己不配，让我们看看圣经怎么

说； 

 

马太福音 Matthew 13:47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 

这个比喻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撒网之人所撒的范围是不受局限的，乃是各样的、所有的。神

对人的爱也是如此，并不是一个人的品格好、长相好、有钱、有地位，才被神拣选。 

神从不偏待人，就像日头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神要用祂的大能大力拣选我们，呼召我们，

这就是神的爱。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就得到神的救赎。 

 

马太福音 Matthew 13:48 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

丢弃了。 

渔网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指审判的时候到了，

这是必然的工作与结果。耶稣用这个挑选与分类的事实行为，说明天国最后审判的道理。目

的不仅仅在于陈述这件事的主要内容，更在于劝勉信徒知道天国将根据人的品质是好或坏，

做留下或丢弃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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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11:12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耶稣提醒门徒要注意，让自己的生命成为有用的好鱼，不要成为被丢弃的坏鱼，因为每个人

总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及末日审判的时候面对上帝。 

 

2) 活出圣洁 Live a holy life 
 

马太福音 Matthew 13: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这是分别的时刻，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实

施审判。彼得鼓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期待耶稣有一天会再来这一事实。 

 

彼得前书 1 Peter 1:15-16 

15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16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

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耶稣一直在教导关于审判的事。他提醒人们要活出圣洁，行在光里，为末世的审判做好准备。 

 

马太福音 Matthew 13:49-50  

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50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撒网的比喻提醒我们，要时刻警醒，不要轻浮地生活，以致掉进各种各样的试探中。我们要

保持属灵生命健康而有活力。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唯一的方法，好让我们在审

判台前能够安然面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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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要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你认为你是义人还是恶人，为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angels to separate the wicked from the righteous? Do you 

think you are righteous or wicked and why? 

 

Q2. 你准备为了永恒而活出圣洁，行在光中吗？如果神现在召你回天家，你是否做好了随时

被召回的准备？请分享。Are you ready to live a holy life and walk in the light for 

eternity? If God calls you home now, are you ready to be called back? Please share. 

 

D. 服事 Work（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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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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BC 大会 2022 的节目现已上载到网上，网址是 fcbc.org.sg/zh/fcbcconf。你可以

上网观看！ 

 

• 坚信浸信教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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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