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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09 周（2023 年 2 月 26 日 – 2023 年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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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快脚 

目的：考反应 

 1. 组员平均分两组。 

2. 当带领者讲出想要的东西时，两组便要尽快收集。快而准的便为胜利。例如：带领者

说要 5 只手表，各组便要立刻集齐 5 只手表送到带领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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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万民都来赞美祂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祂是我的帮助 
I si goa e pang cho' 

祂是我的力量 
I si goa e lat liong 

倚靠祂的人必永不失落 
Oa kho I e lang pit eng boe sit loh 

来赞美耶和华 
Lai o lo Ia-ho-hoa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来尊崇祂圣名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赐我自由 
Su Goa Chu Iu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来到我的里面 
Lai kau goa e lai bin 

来到我的生活 
Lai kau goa e seng oah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若是有祢在我生命中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我就永远不惊惶 
Goa chiu eng oan boe kia* hia* 

风雨那呢大旷野这呢阔 
Hong ho' hiah nih toa khong ia chiah nih 

khoah 

有祢同在无摇动 
U Li  ong chai bo io chhoah 

 
若是有祢伫我的生命 
Na si u Li ti goa e si* mia 

我就永远不孤单 
Goa chiu eng oan boe ko' toa* 

有祢相作伴与祢逗阵行 
U Li sa* choe phoa* kap Li tau tin kia* 

充满温暖不畏寒 
Chhiong moa un loan boe ui koa*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祢心肝 
Kam goan ui goa siu chin thoa boa chiong 

goa tng choe Li sim koa* 
海水会干石头会烂祢的爱疼无变换 
Hai chui oe ta chioh thau oe noa Li e thia* 

thang bo pian oa* 

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与主连相倚 
Un cheng chiah toa cha* iu* kam sia it seng 

kap Chu liam sio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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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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服事主             讲员：颜中民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2 月 18 日  
 

路加福音 Luke 19:12-13,15-26 

12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13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

说：‘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15 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

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16 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 

17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18 第

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19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20 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21 我

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22 主人对

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23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

要回来呢？’24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25 他们说：

‘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26 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耶稣一定会再回来，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来迎接祂的到来。当耶稣回来时，首先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跟祂的仆人 (我们)“算账”。我们的生命是要向主“交账”的：我们这一生如

何度过，如何使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是否有尽本分去做主所交待的事，这些在耶稣来到时，

全部都要交代清楚。 

 

我们要做“忠仆”，不要做“恶仆”。“忠仆”是一个忠心、勤奋、顺服和有爱心的人；

“恶仆”是一个懒惰、悖逆、冷漠和时常抱怨的人。 

 

在这个比喻中，每个仆人都同样得到一锭银子。因此，他们有相同的起点，得到相同的吩咐，

而最后的赏赐，是根据给个人的忠心程度和做工的成绩/效果。基督徒共同的起点是什么？

我们同被基督救赎、同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有相同传福音的使命、有相同的权柄和应许。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4:2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一个忠心服事主的人： 

1） 愿意为主而活 Willing to live for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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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信主的人，都从主耶稣那里领了一锭银子，就是我们的新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再

一样了。以前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现在是要为主而活。主要我们使用自己的生命，去赚取更

多的新生命回来。 

 

彼得前书 1 Peter 4: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首。... 

当耶稣回来时，我们要向祂交账，告诉祂我们赢得多少灵魂（新生命）。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17 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使徒保罗警戒基督徒不要糊糊涂涂过日子，要明白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带人信主。 

 

这三个仆人代表三种基督徒的态度： 

- 第一个照主人的吩咐，用主人所赐的新生命尽心尽力，忠心事奉，他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再赚了十锭银子回来。他得到主的称赞，也得到主人的赏赐，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 第二个赚了五锭银子，他是没有尽全力去做的人，不完全忠心，但还是有努力，也有一

些成绩。所以，这个仆人虽然没有得到主人的称赞，却仍有赏赐。 

- 第三个原封不动把一锭银子还给主人，还怪主人严厉，以致他害怕，不敢做生意。这都

是借口，结果被主人责备和惩罚。主人把他的一锭银子夺过来，交给第一个仆人。 

 

提摩太后书 2Timothy 1:7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忠心服事主，为主而活的仆人是勇敢的。他们明白主的心意，所以无畏惧的赢得灵魂，扩大

上帝的国度。 

 

2） 完成主的交代 Fulfil Christ's entrustment 

 

约翰福音 John 5:29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死亡不是结束，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而这个生命若不是在神的国度里与神享受永远的喜乐，

就是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和痛苦。我们的今生是要为永生作预备。我们要在今生完成主所

有的交代，忠心服事主，因为这将将决定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所拥有的赏赐。 

 

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 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4) 有些人却认为能上天堂就行，不必追求功名利禄。他们不知神国的规则

是“...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路加福音 Luke 19:26) 

 

人若不肯勤于练习，任何技能都会衰退；人若不肯善加运用，任何机会都会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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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在勤奋中成长、就是在懒惰中衰退；不是在努力中丰富，就是在

懈怠中穷苦。 

 

彼得后书 2 Peter 1:11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神的国度是人享用神荣耀和丰富的地方。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祂为我

们预备好永远的国。所以，我们要追求神所预备的奖赏，抓紧机会完成主的交代。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4:7-8 

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8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要效法使徒保罗忠心完成主的交代。我们在今生忠心服事主的果效，将会延续到我们在

天国服事的机会；在今生所得的恩典，将直持续到未来的永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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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你拥有比较多“忠仆”还是“恶仆”的特征？你必须在哪个特征上取得进展？

Do you think you have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faithful servant" or "wicked servant"? 

Which characteristics do you need to make progress on? 

 

Q2. 使徒保罗警戒我们“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请分享你认为主的旨意有

哪些？你愿意去完成吗？Apostle Paul warns us, " 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s will is." Please share what do you think the will of the 

Lord is? Are you willing to fulfil it? 

 

Q3. 我们的今生是要为永生作预备。你要如何充分预备你的今生，以迎接永生的到来？Our 

present life is a preparation for eternal life? How can you adequately prepare your 

present life to embrace the etern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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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体教会周祷会 

• 3 月 1日（星期三）的实体教会周祷会将在触爱中心举行。 

• 实体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开始进行。 

• 此周祷会以英语和华语进行，并且会在网上进行现场直播。 

• 鼓励听得懂英语或华语的会友们踊跃出席。 

 

• 守圣餐 

• 我们将于下个周末 - 3 月 4 和 5 日在所有的聚会中守圣餐。 

• 如果你来参加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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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