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0 周（7 月 21 日–7 月 27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每个组员轮流分享自己生命中最快乐和最悲伤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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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

我要爱慕祢

祢爱永不变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
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
耶和华已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地大声欢呼

耶稣 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倾倒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单单渴慕祢

祢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
将我的生命赎回
祢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
显明祢极大恩惠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
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
耶和华已战胜仇敌
战胜仇敌
全地大声欢呼

我心满溢 我心满溢
对祢的爱和思念无止尽
让我走向 祢的身旁贴近祢
主啊 我渴慕寻求祢

我深深体会祢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
愿刚強壮胆永远不后退
(副歌 1)
哦祢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历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祢爱隔绝

耶和华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华是我的诗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子民行走全地
报好消息宣告祢的名
高举得胜的旌旗
我们称谢祢
祢是我神

(副歌 2)
哦祢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
愿刚強壮胆永远不后退
祢流出宝血将我命赎回
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
愿刚強壮胆永远不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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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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神的光明中
讲道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讲员：李永恩牧师

约翰一书 1:1-2:11
1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2 这生命
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
给你们。3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
稣基督相交的。4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5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6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
话，不行真理了。7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
净我们一切的罪。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 我们若认自己的
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10 我们若说自己没
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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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
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2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
人的罪。3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4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5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
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6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7 亲爱的
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
所听见的道。8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
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9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10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11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
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那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使徒约翰（约翰一书的作者）观察当代的教会，发现许多的基督徒对信仰有着怀疑，也有许
多假教师鼓吹基督徒所信的耶稣和耶稣的教导是错误的。当时的基督徒已经是第二、三代的
基督徒，他们“有些人并非全心的向耶稣委身，以至于受到诱惑就去追求错误的教义，和一

时流行却不确实的趋势”（-马克·德斯寇）。信徒逐渐远离神，从光明进入黑暗，因此使徒
约翰急切的提醒当代的信徒：当一个人完全行在神的光明中，才能享有幸福的生活。
约翰时代基督徒的挣扎，现今同样存在。我们虽自称基督徒，却没有活出信仰来，没有反映
出耶稣的真实和荣光，与改变生命的大能。反之，与仍旧行在黑暗中的人完全没有分别。那
么，要怎样才能完全行在神的光明中，享有幸福的生活？
一、在耶稣里面寻求真正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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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1:1,3-4
1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
交的。4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我们的喜乐若只是从外在的事物，而非从耶稣而来，最终必然觉得干枯又失去喜乐。信仰变
成宗教仪式，空洞不真实。然而耶稣是可以经历的，可以看见、听见、感觉到的。如果你的
生活已经不再有经历神的感动，呼求吧：主耶稣，让我再次来经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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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出真理与耶稣真诚的相交
约翰一书 1:5-6
5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6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约翰一书 2:3-6
3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4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
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5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
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6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行出真理不是口号，试问：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如何生活？我们爱的人是谁？我们对神
的爱是否反映在和其他人的关系上？如果你现在是双面人，在教会和教会以外，是不一样的
人，是非常悲惨的。
约翰一书 1:7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
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行在光明中，罪就显露出来；行在黑暗中则隐藏罪恶。罪被显露，真实悔改就能带来
神的赦免。一直的行在光明里，就能在神面前保持圣洁与正直。
三、透过耶稣罪得洗净成为圣洁
约翰一书 1:8-9
8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的本性和所做的选择都是有罪的。不要轻看罪，刻意的忽略、淡化或是合理化，给罪找
个借口，认为无论如何反正神都会原谅。也不要看得太重以至于觉得即使神也无法赦免，反
而更深的陷在罪里面，远离神和其他人。
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把罪摊在阳光下！耶稣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
约翰一书 2:1-2
1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
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2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
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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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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有机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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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处在什么景况里？是充满喜乐，还是忧愁干枯的？你觉得如何调整，才能够更加
喜乐？请分享。
Q2. “行在神的光明里”对你而言，代表什么意思？请分享你还可以在哪方面作出改变？
Q3.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根据这周的信息，在来临的一周里，分享你会做些什么，使他人感
受到上帝的真实，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约翰一书 1:5-6
5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6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D. 服事 Work（15 分钟）：服事时间是聚焦异象及服事，祷告的时候 ：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1. “生命栽培”课程
课程是为帮助新信徒建立稳固的基督徒生命根基, 同时预备他们亲自与主耶稣有一次改变生
命的经历。课程将在以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进行。欲知详情，请参阅教会网站的装备页面
或应用程序。
课堂日期

时间/地点

LC4 - 7 月 21 日; LC5 - 8 月 4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佳伟剧院

LC1 - 8 月 11 日; LC2 - 8 月 25 日;
LC4 - 9 月 22 日; LC5 - 10 月 6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触爱中心（地下室）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8 月 31 日, 9 月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佳伟剧院–5 楼
1日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9 月 7, 8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教会办公室@ Chai Chee

2. G12亚洲大会：志工招募
今年，我们会再次招募坚信会友在G12亚洲大会中服事！大会将于8月15至18日（星期四至星
期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展厅3举行。若你想让我们的与会者有个难忘的大会，请上网
fcbc.org.sg/g12confvolunteer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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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12亚洲大会
我们邀请了著名布道家，布永康牧师为今年的大会讲员之一。他是国际宣教机构“基督传万
邦”的创立者，以举办大型的非洲布道会而闻名。其他讲员包括凯撒·卡斯迪颜诺斯牧师、
希博雷牧师、李圣邦牧师和欧力尔主教。现在就到网站g12asiaconference.com报名。
4. 佳伟剧院没有华语聚会
7 月 28 日，佳伟剧院没有华语聚会。华语聚会只在触爱中心进行。聚会时间照常在上午 11.30
开始。我们会提供蔡厝港地铁站、金文泰地铁站、红山中心 162 座与触爱中心之间的往返巴
士服务，请上教会网站查看接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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