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5 周（1 月 27 日–2 月 2 日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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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题目：数 7
目的：活跃气氛，增强反应能力
游戏的规则：首先人要多一点，5 人以上。任意一人开始数数，1、2、3……那样数下去，
逢到 7 的倍数（7、14、21……）和含有 7 的数字（17、27……）必须以敲桌子代替。
如果有谁逢 7 却数出来了，就输，有谁没逢 7 就敲桌子的，也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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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我的上帝

咱尚大的倚靠

Chu Si Ai

Goa E Siong-Te

Lan Siong Toa E Oa Kho

主是爱, 主是爱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清香的花蕊, 青翠的草埔

Chu si ai, Chu si ai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eng phang e hoe lui, chhi* chhui e chhau po'

主爱永远不更改

我要尊崇祢

谁人种作谁人照顾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Goa beh chun chong Li

Sia* lang cheng cho sia* lang chiau ko'

主是爱, 主是爱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上帝造日头, 上帝赐风雨

Chu si ai, Chu si ai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Siong-te cho jit thau, Siong-te su hong ho'

主爱永远不离开

我要尊崇祢

受祂养饲拢免烦恼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Goa beh chun chong Li

Siu I iu* chhi long bian hoan lo

*清心的人可看见

*我要永永远远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多多的劳苦, 日出又日落

称颂祢的名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Chheng siong Li e mia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我要永永远远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称颂祢的名

顺服的人可听见

Chheng siong Li e mia

Choe choe e lo kho', jit chhut koh jit loh

何时满足何时安息
Sia* si moa chiok sia* si an hioh

总是祂疼咱, 为咱有备办
Chong si I thia* lan, ui lan u pi pan

祂是咱尚大的帮助
I si lan siong toa e pang chan

*啊...啊...耶和华是咱的倚靠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Ah... ah... Ia-ho-hoa si lan e oa kho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啊...啊...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Ah... ah... lan e oa kho chiu si Ia-ho-hoa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Sui jian lan khoa* bo thau cheng e lo' to'

上帝知影上帝开路
Siong-te chai ia* Siong-te khui lo'

独独祂是好向祂来赞美
Tok tok I si ho hiong I lai o lo

祂是咱尚大的倚靠
I si lan siong toa e oa k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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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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巨星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19 年 1 月 19 日

主要经文：约翰福音 John 14:6

另一个获得幸福人生的秘诀 – 那就是认识一位万世巨星。这是一位从超过 2000 年前，就红遍
世界各地，大江南北的万世巨星，祂说过的话也翻译成世界许多国家的语言，那即是爱我们神
赐给我们的救赎者 - 耶稣基督！
当上帝创造了人（包括你和我），祂是要与人建立一个永恒亲密的关系，供应并疼爱人一生而
赐给我们生命。
上帝没有创造一个机械人，祂创造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祂赐人有选择的自由。可惜，人
却选择了悖逆祂，不顺服祂，不信靠祂。人因此犯了罪。罪不只是做错事，罪也是我们里面的
本性要做自己的事，而不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犯了罪便被撵出伊甸园（创世记 3:22-23），与神隔离。这就是人类
罪的开始。
罗马书 Romans 3: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并且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的定义是什么？
1 知善而不行 Knowing the good but not doing it
雅各书 James 4:17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里的重点：“知道”应该做的事，但是没有去做，圣经说是犯罪！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说：“我算是一个好人，我不吃喝嫖赌，我没杀人放火，我即顾家，又
爱老婆孩子，我应该是一个好人？但是，按照圣经的定义，只要我们曾经知道一些善事，是应
该做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做，我们就是犯罪！

这是神的话语说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良心” – 这颗心不是黑的，是良善的。当你做错事时，它会告诉你，
让你良心发现，或是受良心的谴责。这样你就有机会悔改！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把良心埋没，可
能有一天就找不到了！
例如：搭地铁时，应该让位给有需要的人，如老年人，孕妇，小孩等。

2 行不当的事，违背律法 Doing things ought not to do, violating the law
约翰一书 1 John 3:4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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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胡民气牧师就曾经说过：“这世上没有分好人，坏人，
只有罪人！”
罪就是选择离开神，不依靠神，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罪就是悖逆神。
罪就使人与神隔绝。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身上有罪却出现在神的面前，我们会怎么样？
罗马书 Romans 6:23a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每个人都怕死，所以人渴望回到神哪里去，和神有紧密结合的关系。
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情形就和鱼离开水很像，如果不赶紧回到神的身边，人就会落入堕落和败
坏。当人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就是被撒旦掌控，作罪的奴仆，被捆绑，没有自由。常常会做一
些伤害别人，或是令自己后悔的事。更糟的是，死后还必须面对审判，被打入地狱，一生一世
受苦受难！因此，人们试图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期盼能回到神哪里。
人要以自己的方式回到神那里：
a)

上教堂做礼拜，但是却没有虔诚的敬拜，结果徒劳无功！

b)

希望透过行善来弥补罪过，所以故意找各种各样的机会行善，其实没有真正的爱心，
也是没用的。

c)

人希望透过信仰来免除罪带来的刑罚，参加宗教的活动或拜拜，但是往往仍然感到空
虚恐惧，没有平安，也没有效果。

人不是没努力过，只是方向错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天上的神，看见祂的子民被罪的咒诅，捆
绑，无法挣脱出来，便派遣一个万世巨星，从天而降，祂唯一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
罗马书 Romans 3:23-24 23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24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耶稣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祂战胜罪和死亡。
祂把罪遮盖了。我们可以用一节经文来总结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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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当我们在罪里无
法自拔，无法解脱时，耶稣以怜悯和爱，俯身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和羞愧中救赎。祂不是高高在
上，祂谦卑俯伏，亲近我们！
加拉太书 Galatians 3:13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
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唯有耶稣的救赎 ，耶稣是弥赛亚 – 拯救主，祂不仅仅是基督教的教主，祂更是全人类的救主。
约翰福音 John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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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救赎：
1）祂是道路，引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 He is the Way, leading us back to the Father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唯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到天父那里！我们就好像迷
路的羔羊，我们不知道如何走，朝哪个方向走才能回到神那里。我们被罪蒙蔽了，看不清前面
的道路和方向。可是我们却一直在乱窜乱跑，往错误的方向前进。
我们对事物若只是片面地一知半解，就以为自己全明白了，或是虽然看不是很清楚，很全面，
却以为走的路对了，就不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
换一个角度，我们每一人因为被罪蒙蔽，看不清或看不到前面的事物，就有如瞎子领瞎子，结
果一起掉进坑里！我们在罪恶黑暗的世界上乱撞乱冲，想靠自己的方式，能力回到天父那里，
但是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感谢主，耶稣来了，耶稣说祂就是道路，他来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祂就像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GPS），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得以修复。
以弗所书 Ephesians 2:13-16 13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14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15 而且以自
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
就了和睦。 16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2）祂是真理，认识祂得自由 He is the Truth, knowing Him will set us free
约翰福音 John 8:31-32 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
徒， 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除非一个人真正认识神，这个人不懂得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绝对的道理，有真
实性，不变性的特质。耶稣是神，神的本质是信实，祂是真理的源头，毫无虚假。祂也是永恒
不变的。
希伯来书 Hebrews 13:8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有一个古董专家收了一个学徒，要教他辨别真假古董。专家让学徒每天都接触真的古董，让他
触摸古董的质感，观察它的纹路和形状等。当有一天，当这个学徒接触到一个假古董时，他一
眼就能分辨出来！因为这个学徒已经熟悉真古董的特质，特征等。所以当我们每天亲近耶稣，
认识耶稣，读神的话语，与祂说话时，我们就懂得什么是真理，更不会被撒旦欺骗，蒙蔽了！
3）祂是生命，接受祂得永生 He is the Life, accepting Him will receive etern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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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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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是这么爱我们，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祂爱我们甚至愿意亲自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以
洁白之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最后，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以无罪代替有罪的，
为我们受死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救赎我们，给予我们自由！
约翰福音 John 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为了我们而来到世上救赎我们，藉着耶稣带领的道路，耶稣显明的真理以及接受耶稣得着
的生命，罪得赦免。耶稣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祂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的罪。
神唯一的独生子，道成肉身，背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破碎的身体，是我们完全，
他受的鞭伤，是我们得医治，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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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坦白分享你是否“知善而不行”而却“行不当的事”？你要如何改变自己？Please
share honestly whether you are “knowing the good but not doing it”, and instead
“doing things ought not to do”? How do you correct yourself?
Q2. 耶稣是道路，引领我们回到天父那里 。你愿意走耶稣为你预备的道路吗？为什么？ Jesus
is the Way, leading us back to the Father. Are you willing to take the path Jesus has
prepared for you? Why?
Q3. 耶稣是真理，认识祂得自由。请分享神的真理如何释放你，使你获得自由。Jesus is the
Truth, knowing Him will set us free. Please share how God's truth releases you and gives
you freedom.
D. 服事 Wor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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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募招待和保安人员

我们正在招募志工加入我们的招待和保安团队。欢迎有兴趣成为招待或保安人员，借此事奉神
的会友申请。唯一的条件必须是 FCBC 的小组组员，无需拥有相关的技能或知识，我们会提供
相关的训练。请将你的联络资料电邮至 htstvolunteer@fcb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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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聚会欢庆农历新年

福建聚会将于 2 月 2 日（六）在触爱中心进行新春特备节目，有歌曲、游戏和节庆礼品。当天
的聚会将提早在下午 2.45 开始。趁此机会，邀请说福建方言的亲朋戚友来参加聚会，与我们
一同欢庆农历新年，并领受神满满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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