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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11 周（2023 年 3 月 12 日 – 2023 年 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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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人物竞猜 

带领者准备一些纸条并在每一张纸条上写上不同的圣经人物。将所有人分为两组，每组挑选

一个志愿者，让他从所有纸条中随意抽取一张。然后让他通过表演的方式给出提示，帮助他

小组的人在一分钟内猜出圣经人物是谁。这个游戏可以玩三轮，在两个小组中展开比赛，看

哪个组在最短时间猜中最多的圣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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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I si Ia-so'  I si Ia-so'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I si goa e choan po' 

 

*我要来赞美祂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主耶稣 
Chu Ia-So'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我口敬拜祢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哦我主, 当敬拜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因祢爱, 救赎我 
In Li ai, kiu siok goa 

脱罪恶入光明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主耶稣, 主耶稣 
Chu Ia-so', Chu Ia-so'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无限的爱 
Bo Han E Ai 

 

主祢是我的生命 
Chu Li si goa e se* mia 

风雨同心逗阵走 
Hong ho' tang sim tau tin kia* 

梦中有祢甲阮来作伴 
Bang tiong u Li kap goan lai choe phoa* 

脚步有祢的引导 
Kha po' u Li e in chhoa 

(2X) 
 

感谢祢对阮的爱 
Kam sia Li tui goan e ai 

给我机会对头来 
Ho' goa ki hoe tui thau lai 

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 
Thi* teng peh hun phoa* goan chau thian 

gai 

天使永远甲我同在 
Thi* sai eng oan kap goa tang chai 

 

*我欲大声唱互人知 
Goa beh toa sia* chhiu* ho' lang chai 

耶和华有无限的爱 
Ia-ho-hoa u bo han e ai 

世间的人拢来敬拜 
Se kan e lang long lai keng pai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Ia-ho-hoa si oan choan 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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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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恕              讲员：陈茂顺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3 月 4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18:23-35 

23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24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25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26 那仆

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27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

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

我吧！将来我必还清。’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31 众同伴看

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32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

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33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

吗？’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35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有很多罪，而且相信祂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那么我们应该预备好，从心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为何要选择饶恕？ 

 

1) 顺服基督的教导 Obey the teachings of Christ 

 

路加福音 Luke 23:34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主耶稣不但饶恕我们，祂也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当思想主耶稣是先饶恕我们，祂为我

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并且在十字架上被人讥笑的时候，祂仍然为那些讥笑祂的人祈求，

求父神饶恕他们。 

 

马太福音 Matthew 6:9-12 

9“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10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11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12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原来在主祷文里面，主耶稣也有提到人与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彼此在有意无意之

间所造成的伤害。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免了人的债，如同神也免了我们的债一样。也就是说，

以饶恕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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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6:14-15 

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15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

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主耶稣提醒门徒，如果我们想与神有好的关系，我们就得做神所做的事。父神是乐意饶恕人

的，祂不断地给予我们赦免和饶恕，不计较我们的恶行。因此，我们属神的人也有责任去饶

恕得罪我们的人，不计较他们对我们的恶行。若是如此，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12-13  

 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饶恕人。 

圣经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不饶恕人会妨碍我们领受主的饶恕。饶恕是福音的一个核心内容。

当我们坚持不饶恕人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需要天父饶恕的人。 

 

马可福音 Mark 11:25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

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注意经文中在“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与“就当饶恕他”之间并无任何先决条件，没有提出

对方必须先道歉、认错，而是非常直接具体的。有人得罪我们，我们要无条件并主动饶恕对

方。 

 

2) 见证基督的大爱 Testify the great love of Christ 

 

约翰福音 John 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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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因为爱我们，所以祂不计较，祂愿意付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因为祂爱我们，祂在

十字架上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承担全人类的过犯。 

 

马太福音 Matthew 18:21-22  

21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

以吗？” 22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按犹太拉比的传统说法，饶恕弟兄最高可达 3 次。彼得当时心里一定认为饶恕弟兄七次已经

超过犹太拉比的设限，应该可以吧！主耶稣却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

七次”。主耶稣对饶恕的教导不是凭数目来计算，或要饶恕人多少次；乃是教导门徒要完完

全全，毫无限制地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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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Proverbs 10:12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不能不照所蒙受的恩来爱人。神怎样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也应当

这样待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如果我们没有追求爱，爱心不增

长，毒根就会滋生。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让苦毒在心中蔓延。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

保守一切，不要让爱心消失。 

 

路加福音 Luke 7:47 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有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吃饭，耶稣就到他的家里去坐席。当祂进入那家的时

候，一个女人扑倒在祂面前哭，眼泪打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膏油，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

用油抹耶稣的脚。耶稣告诉西门这个女人做这样的事情，她能得到多少赦免。结论是：她对

主的爱多，得到的赦免也就越大。 

 

罗马书 Romans 5:5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心里能感受到上帝如此强烈的爱是圣灵所浇灌的。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

做成了原本靠着我们自己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我们要成为基督大爱的见证，让这个世界看到

基督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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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 饶 恕 的理解是什么 ？你认为 饶 恕 是 一件非常吃亏的 事吗？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forgiveness? Do you think that forgiveness is at a disadvantage? 

 

Q2. 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使你感到受伤，无法饶恕对方？请分享。Have you 

ever felt hurt by someone's words and could not forgive them? Please share. 

 

Q3. 请分享你如何靠着神的爱去饶恕一个人？Please share how you forgive someon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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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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教会周祷会 

• 3月 15 日（星期三）的教会周祷会将会在线上进行。 

• 此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 以华语和福建话进行。 

• 鼓励听得懂华语或福建话的会友们踊跃参加。 

 

• 坚信浸信教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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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