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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08 周（2023 年 2 月 19 日 – 2023 年 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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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过去  

目的：让组员彼此了解大家从小的经历不同，更能相互理解和包容。 

内容：请每个组员用画画或肢体动作（不可以用嘴说）来介绍他小时候最爱玩的一种游戏，

请其他组员猜那是什么游戏。猜完后可以请那个组员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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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我决定跟随耶稣 
Goa Koat Teng Kun Te Ia-So' 

 

我己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3X) 
Goa i keng koat teng beh kun te Ia-so'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Eng bo hoe thau, eng bo hoe thau 

 

若没人愿意, 我都要跟随 (3X) 
Na bo lang goan i, goa long beh kun te 

永不倒退, 永不倒退 
Eng bo to the, eng bo to the 

 

十架在头前, 世界在背后 (3X) 
Sip ke ti thau cheng, se kai ti poe au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Eng bo hoe thau, eng bo hoe thau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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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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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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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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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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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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爱            讲员：陈国贤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02 月 11 日  
 

路加福音第 15 章的开始，耶稣接待税吏和罪人并和他们一起吃饭。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了

就认为耶稣这么做是不对的。在他们看来，税吏和罪人在神面前是不圣洁的人，所以对他们

不需要同情和怜悯。他们认定神看重像他们那样有敬虔的外貌，谨守律法条规，和重视传统

礼仪的人。为了纠正文士和法利赛人错误的思想，耶稣就讲了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 

1）失羊的比喻 （3-7 节） 

2）失钱的比喻 （8-10 节） 

3）浪子的比喻（11-32 节） 

虽然，这三个比喻好像在说不同的事，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事主”都有失而复得

的喜乐，透过这三个比喻，耶稣要带出的信息是天父爱每一个人，包括这些在人眼中的“罪

人”。  

我们常常把父亲的形象归类为以下三种： 

• 不苟言笑的父亲 Bo Chhìo 

• 不闻不问的父亲 Bo Chap 

• 不见踪影的父亲 Bo Tee 

所以，有时我们也会觉得天父跟我们所认知的父亲形象一样，是严肃苛刻，高不可攀的。或

是感觉天父对我们总是不理不睬，漠不关心的。其实，我们的天父是一个爱我们的神，祂对

我们有着神奇的爱。 

 

天父神奇的爱是什么？ 

1） 不离不弃的执着 Unwavering persistence 

路加福音 Luke 15:3-7  

3 耶稣就用比喻说： 4“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

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5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6 就请朋友邻

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7 我告诉你们：一个

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因为爱，牧羊人对这只迷失的羊有着一种不离不弃的执着！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找到这只失

羊为止！牧羊人把剩下的九十九只羊暂时撇下，並非不顾惜它们，而是他更焦急要找回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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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的羔羊。其实，不是牧羊人偏心，而是对他来说，每一只羊都是很重要的，一只都不能

少！不只这样，当他找到小羊时，便将它扛回家，还开派对大肆庆祝，因为他得着失而复得

的喜乐！所以，他会倾尽全力，用尽方法不停地找，直到找到了为止！ 

 

路加福音 Luke 15:8-9  

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

吗？ 9 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

同欢喜吧！ 

因为这一块钱对这个妇人来说实在是意义非凡，因此她马上点灯（不等到天亮），打扫全屋

子（不放过任何角落），细细的找（很有耐心的去找），直到找着为止。找着了，就请朋友

来欢喜庆祝！ 

 

耶稣分享这两个比喻，是告诉我们天父非常爱我们每一个人，祂的爱是一种不离不弃的执

着。 

 

2） 毫无保留的付出 Unreserved giving 

路加福音 Luke 15:17-19  

17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18 我要

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19 从今以后，我不

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 

虽然小儿子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他却愿意回去对父亲忏悔。 

 

路加福音 Luke 15:20-24  

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

项，连连与他亲嘴。 21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

为你的儿子。’ 22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

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24 因为我这个

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这段经文描述小儿子的父亲如何用爱接纳他，并且毫无保留的为他付出。 

1）跑 - 父亲远远的看见儿子回来，他二话不说，便跑向儿子！ 

2）抱 - 父亲毫不在意小儿子身上的异味，就紧紧的抱住他！ 

3）亲嘴 - 这是父亲毫无保留爱的表现，接纳，宽恕！ 

4)  袍子 - 这是一件代表公义的袍子，让儿子除去那件污秽，充满罪孽的旧袍，换上这公义

的新袍！ 

5）戒指 -“戒指”是代表权柄，父亲给儿子这枚戒指就等于把权柄委托给他。 

6）鞋子 -“鞋”使人与地上尘土的污秽隔绝，所以是表征神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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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杀牛犊 - 这个父亲神奇的爱一览无遗的展现出来，他毫无保留的付出。 

 

罗马书 Romans 5:8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了。 

圣经说在我们还作罪人时，耶稣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死！天父神奇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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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一个父亲的形象有何认知？你要如何接受天父神奇的爱？请分享。What is your 

perception of a father figure? How can you receive the miraculous love of your 

Heavenly Father? Please share. 

 

Q2. 在成为神孩子的生命历程中，你如何领受到神不离不弃的执着和毫无保留的付出？请分

享。In your life as a child of God, how do you receive God's unwavering persistance 

and unreserved giving? Please share. 

 

Q3. 你是否曾因生活中的困境祷告寻求神，因为得不到马上的解决而怀疑神的爱？请分享。

Have you ever prayed and sought God because of difficult situation in your life, and 

doubted God's love because you couldn't get an immedia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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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摩西五经 

• 你听过“摩西五经”(英文:Pentateuch)这名词吗？你知道它指的是哪些经卷吗？ 

• “摩西五经” 指的是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 我们将举办线上 (Online Zoom) “摩西五经”的课程。此课程将以华语教导。 

• 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o 日期：2023 年 2 月 25 日, 3 月 4, 11, 18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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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时间：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o 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VaCDSVxPtpyTtTbf9 

o 报名截止日期：2023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 

 

• 触爱特别捐款 

• 触爱社会服务正为超过 20 万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不同的援助，再次呼吁大家给予支

持与帮助。 

• 你的支持将为受益者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所以请你慷慨解囊。  

• 你可以浏览 tinyurl.com/fcbc23 来作出特别的捐款。 

 

• 坚信浸信教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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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