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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友手册 

爱心捐血赐生命：爱新加坡捐血活动 

由爱新加坡和新加坡红十字协会联办 

主办方：爱新加坡和新加坡红十字协会协办 

日期：2016 年，3月 25-28 日（五至一） 

时间：早上 10.00 至下午 4.30 

地点：新达城会议中心，The Crescent 展厅，2楼（或从 3月 26-28 日到以下任何一个捐血中

心） 

• 捐血中心（多美歌）［多美歌地铁站底层购物坊］

• 捐血中心（卫生科学局）［欧南园地铁站对面］

3月28日（⼀一）休业
• 捐血中心（西城大厦）［裕廊东地铁站，西城大厦，10楼］

3月27日（日）休业
• 捐血中心（兀兰）［兀兰民事服务中心，5楼］

捐血者条件 

• 年龄介于 16 到 60 岁（年龄介于 16 到 17 岁之间，须先征得家长签署同意书：

bit.ly/parentalconsentform）
• 体重至少 45 公斤

• 血色素至少 12.5 g/dl

• 身体健康

• 过去的至少一周内没有任何传染病的迹象（如：喉咙痛、咳嗽、流鼻涕、腹泻）

• 过去的至少三周内没有发烧

• 过去的至少四个月内没有到过瘧疾疫区

• 凡有意捐血者，在捐血前必须经过中心的健康咨询程序

捐血程序 

• 整个过程大约 60 分钟

• 首先，健康咨询程序能确定捐血者是否适宜捐血

• 接着，捐血时将使用止痛药，所以并不会痛

• 向捐血者抽取 350-450 毫升的血量

• 捐血后 72 小时内，人体会自动补充足量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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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举办爱心捐血赐生命的捐血活动？ 

 

每一滴血都可以救治人命——然而，少过两成的新加坡人口是捐血者。每一天，人均所需的血

量是 400 袋血液。无论是和平时期或民事紧急事件，我们迫切需要确保血量随时充足，能供应

血液来救治有需要的伤病患者。 

 

这就是为何爱新加坡网络的众教会和新加坡红十字协会在三月份联合举办“爱心捐血赐生命”

的捐血活动。 

 

血能维持生命，这次的捐血活动定在受难节期间举行，再恰当不过了。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

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赐给我们生命，成为了史上第一位捐血者。同样的，为了纪念耶稣受难日，

让我们也效法耶稣，爱心捐血赐生命给有需要的人！ 

 

因此我们鼓励你，选择祝福他人，爱心捐血赐生命！ 

 

想参加这次捐血活动的朋友必须先上网报名，网上报名就在dropsoflife.eventbrite.sg。你可以为自

己或他人报名，以 5 位报名者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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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话题:- 

 

A) 邀请你 3x3 未信主的朋友 

1. 介绍捐血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嗨！这个复活节周末期间，我们的教会将举办一项捐血活动。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段

期间动员教会会友一同参与这项活动。请允许我与你分享这项捐血活动的目的。由于没有足够

的国人捐血，因此血库的存量不足。若我们遇到血荒危机，病患将没有足够的血库后援。我们

想借此机会鼓励更多的国人捐血，提高人民对捐血活动的意识和捐血的重要性。 

 

这次的捐血活动定在受难节期间举行，再恰当不过了。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在十字架上流出

宝血赐给我们生命，洗净我们的罪，成为了史上第一位捐血者。同样的，为了纪念耶稣受难日

和复活节，我们也效法耶稣，爱心捐血赐生命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我们借此机会捐血，也邀请

你和我一起祝福他人！ 

 

［你也可以引用上一页的内容：为何举办爱心捐血赐生命的捐血活动？］ 

 

B）捐血活动的前一天 

1. 陪同你的朋友一起出席捐血活动 

[捐⾎血的前⼀一天，提醒你的朋友要早睡，拥有⾜足够的睡眠。根据你们捐⾎血的时段，你也可以主动
约你的朋友⼀一起吃早餐或午餐。］ 

 

这是你第一次捐血吗? 

否 – 直接进入下一页，话题继续有关捐血后的部分。 

是 – 向你的朋友保证，负责医生和护士们对于整个捐血过程是专业的，也富有经验。捐血中

心的环境也舒适，他们只需要放轻松并依照指示做就行了。捐血过程需大约 45 分钟，不包括登

记、等待和休息的时间。捐血过后需在床上休息片刻，然后才到休息处享用热饮料和饼干。 

 

 

 

 

 

 



4	  

捐血过后 

祝贺你的朋友说：“做得好! 你今天所捐的血可能救治一条人命。你也许是某人的救命恩人！

你可知道，有一个人在 2000 多年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位伟大的捐血者就是耶稣——祂为我

们流出宝血，我们每年的受难日和复活节就纪念祂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的血可以救治人的

肉体，但是耶稣的宝血可以拯救人的灵魂。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

圣经说，当我们相信并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心时，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请允许我与你做个

简短的分享，关于神是谁和耶稣为你我所做的事，这也就是让我们也愿意捐血的原因。 

［分享约翰福音 3:16 演示文稿］ 

1) 万物都是从神开始的。神创造了天地。神不只全能，也是亲切的。祂是一位慈爱的神。

2) 神创造了人（你和我），要我们永远与祂在一起。

3) 神原本要我们和祂有一个永久的关系。这就是永恒的生命，或者叫永生。

4) 神创造我们时，将祂的灵气吹进我们里面。祂也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作出选择。

但人选择不顺从神。因为这个选择，人就和神分隔开了。

5) 因为不顺从神，罪就进入了世界。罪的意思是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而不选择神的道路。罪

不只是做错事，例如：撒谎、欺骗、杀人等。罪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倾向，我们想要自作主张，

不做神要我们做的。

6) 罪导致死亡——与神不只在肉体，也在灵里隔开。然而，人的心灵却是渴望回到神那里的。

7) 人常用自己的方法寻找神——例如：上教堂、行善、尝试其它宗教等。这些方法都没办法找

到神。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神。

8) 好消息是，神因为那么爱我们，祂愿意为人的罪提供唯一的出路。神因为深爱人类，就差遣

了祂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

9) 耶稣就是在起初的第一个受难日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祂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替

我们接受刑罚。3天后，祂从死里复活。这证明了祂富有能力，可以胜过罪和死亡。

10) 耶稣所做的一切，在约翰福音 3章 16 节里一目了然：“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分享你的个人见证。（请参阅以下的个人见证（指导）］ 

11) 现在，你可以作出选择。与其继续像现在一样，生命没有改变并与神分开，你有选择可以

回到神的身边。你是否要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身边呢？你是否要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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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朋友说“愿意”接受救恩，请用经文来确认所做的决定。 

请你的朋友读出约翰福音 1章 12 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

的儿女。” 

问你的朋友： “当你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后，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 

朋友回答：神的儿女。 

祝贺你的朋友所做的决定。 

你可用以下例子为你的朋友祷告： 

“主耶稣，我感谢（朋友的名字）所得的救恩。我祷告圣灵来充满他／她，让他／她每一天经

历祢的爱。我祈求十字架满满的祝福降在他／她身上。请引领他／她祢的道路，以祢的保护围

绕着他／她。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    邀请你的朋友参加你的小组活动和庆典聚会 

如果你的朋友还没准备好接受耶稣，但愿意进一步认识神，你可以这样说： 

现在你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耶稣，这点我可以理解。但是，正如我刚刚分享的，神是真实的，祂

听我们的祷告。我可以为你祷告，求神向你显现，帮助你在生活中经历到祂对你的爱吗？如果

你愿意，请你跟着我祷告，真心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可以用“慕道者”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不认识祢但我的朋友告诉我祢是真实的。我愿意进一步认识祢，求祢向我显

现，正如祢向其他基督徒显现一样。帮助我认识祢的爱。感谢祢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如果你的朋友“不愿意”接受救恩，你可以尝试了解他／她有什么苦衷，然后为他／她

做个祝福祷告。  

你可以这样说： 

主啊，感谢祢让我有机会和（朋友的名字）分享祢的爱。求主赐给他／她有健康的身体和常常

喜乐的心情。好叫有一天，（朋友的名字）能够认识祢并与祢同行。愿祢的真理存留在他／她

的心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    邀请你的朋友参加小组活动或庆典聚会 

－    感谢你的朋友的出席并祝他复活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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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证（指导） 

将你的个人见证和捐血运动的主题融合起来。请包括你对下列的 6“何” （何时、何地、何人、

何事、为何、如何）问题所作出的回应。做个人见证时不必按照以下顺序。 

 

一般介绍 

 自我介绍（何人） 

 

成为基督徒之前 

 信主之前，你的生命是怎样的？（如何） 

 信主之前，你所面对的挣扎是什么？（何事） 

 你曾经做过什么使你后悔的选择？（何事） 

 

决定选择成为基督徒  

 谁向你介绍耶稣基督？（何人） 

 你在哪里遇见耶稣？（何地） 

 你什么时候决定将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何时） 

 当时，跟随耶稣的选择是怎样呈现在你面前的？（如何） 

 你怎样做决定跟随耶稣？（如何） 

 为什么你会作出这个决定跟随耶稣？（为何） 

 

成为基督徒之后  

 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何事） 

 你成为基督徒有多久了？（何时） 

 你的生命在信主前后，有什么不同？（如何） 

 为什么说你一生中 美好的决定就是将生命交托给神？你会不会与其他人分享？（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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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你行！系列 

当你捐血时，血液从你的手臂流了出来。你的血来自你身体的一部分。我知道有一个短片细述

一个人如何从祂的身体的七个不同部分流出血来，而每一部分所流出的血将带给我们一个相应

的祝福。这七个祝福是： 

1. 你可以克敌制胜

2. 你可以得着医治

3. 你可以百战百胜

4. 你可以一支独秀

5. 你可以成就大事

6. 你可以美梦成真

7. 你可以人生美满

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观看这一系列的短片。（或者，若你正在进行一个小组聚会，你可以这样

说：“我在找一组人一同观赏这系列的短片，我想邀请你参加我的小组聚会。）每个短片大约

20 至 25 分钟。若包括讨论时间（和茶点时间｛若包括在聚会中｝），每次聚会的时间大约 60

到 75 分钟（ 多）。 

捐血运动后续活动（捐血当天） 

目标： 

A）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或栽培新信徒加入小组。

B）继续收割活动。

C）分享约翰福音 3:16 或个人见证，如果捐血时没有机会。

捐血活动后，你应该继续收割或做跟进与栽培。请记得，捐血者在捐血后需要多喝水或饮料

（四或五杯）。避免做任何的剧烈运动。你可以考虑在住家、现有小组的地点或将来要栽植小

组的地点做以下的后续活动： 

1. 一起用餐联络感情。多吃富含铁质的食物如：红肉、鱼、鸡鸭、豆类、菠菜、加铁质谷物

和葡萄干。或者，你也可以聚在一起喝些饮料，不要喝酒就行了。你也可以举办一个烧烤会。

2. 一起看电影。你可考虑一些影片如：耶稣受难记、约翰福音传、作战室等，甚至播放你行！

系列或一些洗礼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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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玩室内游戏 - 棋盘游戏、纸牌游戏、电脑游戏等。 

 

4. 举办一个制做蛋糕、杯子蛋糕、面包、饼干、馅饼或制作卡片等活动。 

 

5. 举办卡拉 OK 活动或只是听一些抒情的音乐。 

 

若你决定在家举办上述第 2至 5的活动，那住家应随时备有饮料，也尽可能准备一些茶点。 

倘若你的朋友对去某人的住家不感兴趣，你也可以修改上述的活动与他们建立关系。一定要记

得，避免做剧烈的活动。 

你可以： 

1. 在餐厅共享一顿健康餐 

2.  喝几杯饮料轻松一下，但避免饮酒 

3. 一起看电影 

4. 去卡拉 OK 厅 

5. 找一些非剧烈的户外活动如打台球、保龄球、钓鱼或参观博物馆等 

 

继续与你的朋友分享并和他们建立关系。记住要使用每一个机会分享福音或你的个人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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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焦点 

2 小时，每日祷告的格式 

从 3月 1日开始，我们鼓励大家每周为捐血活动祷告 2小时。以下是一些提议： 

选择 A 

 周一至周五：5分钟，一天 2次，饭前／后 ＝ 50 分钟 

 周末：10 分钟，一天 3次，饭前／后 ＝ 60 分钟 

 小组聚会时 ＝ 10 分钟 

 

选择 B 

 每天：灵修时，花多 5分钟为捐血活动祷告 ＝ 35 分钟 

 周一至周五：去上班／回家时在路上花 5分钟祷告 ＝ 50 分钟 

 小组聚会时 ＝ 20 分钟 

 小组决定于一个日期和时间，并一起祷告 ＝ 15 分钟 

 

祷告指引 

• 余锡全牧师和他的工作组在负责整个捐血活动时满有智慧 

• 与新加坡红十字协会合作一切顺利 

• 足够的设备和志愿者 

• 适宜捐血的捐血者 

• 每个小组邀请未信主的朋友参与此活动 

• 爱新加坡众教会同心合一参与这项计划 

• 良好的媒体报道 

• 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新加坡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