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42（2022 年 10 月 16 日–2022 年 10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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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孤单：请每个组员造句：
1 当…的时候，我会觉得孤单。(鼓励组员想出一个让他感觉孤单的情境或事件。但留意
这个事件不要攻击到小组中的其他组员)
2 孤单的感觉就好像… (鼓励组员用画面或语言图像或词组来形容)
3 组长（或旁边的组员）可以复述刚才发言的组员的语意，让组员觉得被了解
如果组中人数较多，可以 4 人分成一个小组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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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笑眯眯

作主的门徒

Goa E Siong-Te

Chhio Bi Bi

Cho Chu E Mng To'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牵我的手, 主耶稣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我要尊崇祢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求祢保守甲看顾

Goa beh chun chong Li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给我生命有意义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Ho' goa se* mia u i i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称颂祢的名

主耶稣我赞美祢

求祢为阮来开路

Chheng siong Li e mia

Chu Ia-so' goa o lo Li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我要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Ha-li-lu-ia!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爱祢, 耶稣我爱祢

*主耶稣, 啊…主耶稣

Ai Li, Ia-so' goa ai Li

Chu Ia-so', ah… Chu Ia-so'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阮欲作祢的门徒

O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Chu Ia-so', ah… Chu Ia-so'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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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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聪明人(二)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10 月 8 日
路加福音 Luke 12:16-21
16 (耶稣)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
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18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
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
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21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
样。”
这个无知的财主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金钱，所以他为自己累积财富。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
教训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金钱，世上的财富不能让人得到真正的满足。
金钱可以买到什么？
买得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
买得到床铺，但买不到好眠；
买得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
买得到房屋，但买不到家庭；
买得到血液，但买不到生命；
买得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
买得到娱乐，但买不到快乐。
贪心的人常常不满足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一直想超出他所应得的那份，或要得到更多自己不
需要的东西，甚至因此使别人受损失。
路加福音 Luke 9:25 提醒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要做个聪明人，不要像那无知的财主，虽然得到了许多的财富，但却失去自己的性命。
聪明人 Smart People：
1. 不只想到自己，也会想到别人 Not only think of themselves, but also others
路加福音 Luke 1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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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18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
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
说：...
这个财主凡事只想到自己，不会想到别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别人，
只有自己。他所想的一切，都是关于“我”。他一直都在对自己说话，自己发问，自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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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供应。我们的上帝名叫耶和华以勒，是为我们预备
一切的神。这个财主得着如此丰富的出产，是因为神的供应，而不是单靠他自己的努力。
使徒行传 Acts 20:35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
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
上帝赐给我们的财富，不是只让我们自己享受，也让我们能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帮助有需
要的人。
使徒行传 Acts 4:32, 34-35
32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34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35 放在使徒
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早期的教会时常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祝福别人。信徒的财物，不分彼此，照各人所需用的分
给各人。
诗篇 Psalm 41:1-2
1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
2 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 ...
神应许要搭救，保全，赐福给予那些愿意祝福被人的人。
2. 不只顾念肉体，也会顾念灵魂 Not only concern with the body, but also the soul
路加福音 Luke 12:19-20
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
地吃喝快乐吧！”’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
谁呢？’
这个财主只单为身体着想，没有为灵魂着想。别忘了肉体是暂时的，灵魂才是永远的。他没
有为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作好准备，他将生命投资在肉体上的需要，而没有顾念灵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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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6:19-20
19“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20 只要积
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无知的人只是把钱存在钱包或银行里，但是聪明人是将自己的灵魂存在神的国度里。他们的
灵魂有得救的保障，并且在神的国度中得着产业。
彼得前书 1 Peter 1:3-4
3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
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4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
在天上的基业。
世上所有的一切，如金钱，奖杯都是会朽坏的，包括我们的身体。不能朽坏的是存在天上，
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地上的一切都是会消失，唯有神本身和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9:23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
好处。
人的灵魂也是永远长存的。唯有当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才能得着永生的
盼望，将来与主在天国里面，永远相聚。因此，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应该跟传福音有关。
传福音这个大使命不是供你考虑的任务，而是必须遵行的命令。——戴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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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请分享你如何才能得到它？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get it?
Q2. 你现在所拥有的或所做的，哪一样在上帝面前具有永恒价值的？What is one thing
that you now have or do that has eternal value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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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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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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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