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45 周（2022 年 11 月 06 日–2022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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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天生我才必有用
目的：让组员认识到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内容：
1 首先每位组员分享一个自己的爱好，或者行为的特质，比如：喜欢烹饪，爱说话。
2 然后让每位组员右边的人说出这位组员的爱好或特质如何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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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主给我平安

主啊, 我要跟随祢

It Chhe Ko Siong O Lo

Chu Ho' Goa Peng An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一切歌颂赞美

主给我平安

祢的话惦我心

It chhe ko siong o lo

Chu ho' goa peng an

Li e oe tiam goa sim

都归我主我的神

主给我平安

当我无盼望的时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Chu ho' goa peng an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我的耶稣真爱我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我们高声呼喊

给我平安

祢的疼惦我心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Ho' goa peng an

Li e thia* tiam goa sim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因为耶稣真爱我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给我平安
Ho' goa peng an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a-li-lu-ia!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坚持一生无偏离

O lo Chu, Ha-li-lu-ia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赞美主, 哈利路亚

主啊, 我要跟随祢

O lo Chu, Ha-li-lu-ia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哈-利-路-亚!

将我一生献给祢

Ha-li-lu-ia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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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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结果

讲员：钟金明牧师 Ps Cheng Kim Meng

讲道日期：2022 年 10 月 29 日
馬太福音 Matthew 13:1-9
1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2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3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4 撒的时
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5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6 日
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7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8 又
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9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
这是关于撒种比喻的经文，主从四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比喻。种子就是神的道，飞鸟就是撒旦
恶者。而四种土地表示人四种不同的心态，就如撒种落在四种心田：
1. 撒在路旁
2. 撒在石头地
3. 撒在荊棘里
4. 撒在好土里（开花结果，30，60，100 倍）
这四个比喻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神借着各种管道和方法对我们说话，而我们
对神的话存着怎么样的态度，就决定了怎么样的结果，决定了我们人生在神面前的结局。
马可福音 Mark 4:4, 15
4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15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撒种比喻中的第一种心田：撒在路旁。撒旦把神的道立刻从人的心理夺去。
马太福音 Matthew 13:19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
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这是个简单的比喻，在属灵的境界里，却是常常发生的情形。神常常说话，可是我们不警醒，
不认真，不用一种严肃的态度来看仇敌的作为，神的道就没办法开花结果。
如何为主开花结果?
1. 清理石头 - 向下扎根 Clear the stones - Rooting down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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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13:5-6, 20-21
5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6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20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21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
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撒种比喻中的第二种心田：撒在土浅石头地里。1）没有根，因为有石头挡在下面，根长不
下去。2）没有根，就得不到滋润，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4:3-4
3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4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
希伯来书 Hebrews 5:13-14
13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14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2:6-7
6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7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
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有可能我们在主面前有不愿意对付的坏毛病，坏习惯，或是在神面前很刚硬，不肯顺服。这
些都是石头，使我们无法向下扎根，得不到滋润。我们必须清理石头，向下扎根，才能开花
结果。
2. 烧掉荆棘 - 向上结果 Burn the thorns – Bearing fruits upward
耶利米书 Jeremiah 4:3 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
种在荆棘中。
撒种比喻中的第三种心田：撒在荆棘里。
馬太福音 Matthew 13:7, 22
7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22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第三种情形比前两种心田似乎好一点，它落在土里，生根`成长`并得到滋润。但是它有一个
大问题，就是有荆棘和它一起长。过后被思虑、钱财...等等迷惑，把道挤住，便结不出成熟
的果子。
马太福音 Matthew 6:27, 34
27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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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提摩太前书 1 Timothy 6:10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于神，不是在世上的财富。
馬太福音 Matthew 13: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
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撒种比喻中的第四种心田：撒在好土里。只有第四种好土才能结出成熟的果子，神的话和应
许要实现在我们身上，神所说的道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
路加福音 Luke 8:15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
着结实。
如果我们都能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常常放在好土里，让它成长，开花结果。我们教会的属
灵生命质与量的成长，必定会是现在的好几倍。
马太福音 Matthew 13:14-15，17
14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15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
们。’
17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
听的，却没有听见。“
新约的子民今天所蒙的特别福分，千万不可以糟蹋，因为这是旧约许多先知和义人想听都听
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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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如何才能清理生命中的石头，向下扎根；烧掉荆棘，向上结果？请分享。How
can we clear the stones in our lives and rooting downward; burn the thorns and
bearing fruits upward? Please share.
Q2.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石头，使我们不能向下扎根？是什么使我们不能得到滋润？请分
享。What are the stones in our lives that keep us from rooting downward? What
keeps us from being nourished?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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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你是属于哪一种土呢？面对自己目前的光景，怎样才能使神的话和应许实现在你的生命
中，活出多结果子的美好见证？请分享。What kind of soil do you belong to? Facing
your current situation, how can you make God's word and promises come true in
your life, living a testimonial life bearing much fruit?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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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聚会系列：幸福来敲门
•

从 11 月 5 日（星期六）开始，福建聚会将进行为期五周的讲道系列，名为“幸福来
敲门”。

•

这五周的证道题目分别是：真幸福、万世巨星、幸福连线、十字架的胜利、幸福的教
会。

•

借着这五周的讲道，我们希望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能了解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从神而
来，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

请趁此良机，积极地邀请未信主的家人朋友来参加来临五周的幸福聚会！

● 坚信浸信教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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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