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5 周（2020 年 11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7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
题目：时光机
目的：展望未来，增进自信
内容：
1. 组长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未来取向的游戏，各人对未来的展望，投射他现在的感受，并由
其他组员的回应中，增进其自信心。
2. 每人用 2 分钟的时间，想想自己 5 年后会是什么摸样。把自己未来的展望及人生观讲出来。
3. 各人轮流坐上时光机，述说自己五年后的情形（年数可由组长弹性设定）。
4. 讲述完毕，各人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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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火火火

避难所

Goa E Siong-Te

Hoe Hoe Hoe

Pi Lan So'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火火火圣灵的火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我要尊崇祢

充满这圣所

是我们的力量

Goa beh chun chong Li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信徒们在此等候

是我们在患难中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我要尊崇祢

充满我们的心

随时的帮助

Goa beh chun chong Li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Sui si e pang cho'

*我要永永远远

*火火圣灵的火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Ha-li-lu-ia, Ha-li-lu-ia

称颂祢的名

充满这世界

我要歌颂祂

Chheng siong Li e mia

Chhiong moa che se kai

Goa beh ko siong I

我要永永远远

火火圣灵的火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Ha-li-lu-ia, Ha-li-lu-ia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充满我们的心

我要赞美祂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Goa beh o l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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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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界的光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0 月 24 日
约翰福音 John 8:3-12
3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4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
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5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
么样呢？”6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7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
拿石头打她。”8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9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
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10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11 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
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
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里圣经提到，正在行淫时被逮的妇人是在罪的黑暗里。当时耶稣没有回应众人定罪的要求，
只是一直弯着腰，在地上画字，是深深的悲叹。因为这个世界最可悲的，不是犯下多重大的罪，
而是自以为在光明中，自以为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当众人都聚集要定别人的罪时，其实大家都
在罪中；就是自称为义、假冒为善的，亦也是在黑暗中。
当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就在一片难堪的沉寂中，他们
从老到少一个一个低着头走开了。而那行淫的妇人，也在这位生命的主光照中，真正从黑暗里
被释放了。接着，耶稣对众人说了这句重要的话：
约翰福音 John 8:12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说出自己正是那照耀周围黑暗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换言之，祂就是世
人的需要。光的反面就是黑暗，一切犯罪的、在死亡权势底下的和在魔鬼控制之下的，都是在
黑暗中。
亚当未犯罪之前，原可在光中与上帝交往；犯罪以后，他便立刻躲藏起来。所以当人犯了罪就
想躲避上帝，不敢接近祂。
当世人都落在罪恶的黑暗中，都需要光，耶稣呼召世人回转归向祂。
我们原本是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没有指望的人，因着主的怜悯，将光带给我们而得着盼望，
让我们得着了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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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活出生命的光？
1. 走出黑暗 - 弃绝罪 Walk out of darkness – Abandon sin
我们只有一个真正彻底对付罪的方法，就是活在光明中。如果你遮掩自己的罪和过犯，你的罪
就永远解决不了。只有承认我们的罪，使我们里面的黑暗被上帝的光照耀，我们的罪才可以得
到赦免和洁净。
约翰一书 1 Joh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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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选择隐藏罪，你就不会经历到上帝的饶恕和洁净。
从今天开始，要每天行在光明中，坦白承认自己的罪，不再遮掩或隐藏自己的软弱。一点也不
可以妥协，一天也不可以松懈，每一天的罪也要立即清理，不可以留待明天。
弃绝罪不只是下定决心不再犯罪而已，弃绝罪包含了彻彻底底的改变，在上帝的光明中要弃绝
所有的罪恶，不论大罪或是小罪。所以我们在属灵上要弃绝每一项罪，走出黑暗。
什么是人里面最根本的罪？
约翰一书 1 John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
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如果沉溺于色情、吸毒或賭博等等…，尽管到了一定程度，若下定决心的话，还是可以停下来。
你有权选择自己的思想及行动。魔鬼以前也许曾经引你走入歧途，但握有最后决定权的人是你，
你可以在生活中重新获得力量。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知道救赎主爱你，而且祂有力量帮助你。你
可以从祂的光中支取能力，获得希望与力量。
请记住使徒保罗说过的话：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要弃绝所有的罪。如果你切实遵行圣经的教导，跟从耶稣，你就不在黑暗里走了，你
必得着生命的光。
2. 进入光明 - 好榜样 Step into light – Be exemplary
约翰福音 John 8:12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
得着生命的光。”
既然称为“生命的光”，就表示要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表明，以生命影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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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的生命和价值观被改变，当然他的行为也会不一样，而他身边的人就会受到影响，生
命也跟着有所改变，那就是被生命影响出来的生命。
基督徒不可忽略，不可轻看我们的责任。不管世界喜不喜欢，得时不得时，总要叫这生命的光
因我们而发挥其影响力，使世上的人见到这世界的真光。
马太福音 Matthew 5:14-16
14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
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的好行为会像明光一般在人前照亮，让众人看到上帝的真实、荣耀、公义、圣洁和无比的
大爱！同时我们也要勇敢的、忠心的在人前活出上帝所赐的生命之光，为主发光，活出好榜样！
我们的光是要照在人前，就是要在人面前高举耶稣，高举福音，使人不但耳闻，更要目睹。
耶稣在服侍的三年半里面，祂走遍以色列各城各乡，祂把光带到很多的地方。祂每到一个地方
就把光带到那里，服侍那里的人。祂在很多的地方都行了神跡奇事，宣讲天国福音、医治各样
病症、赶鬼、教导、鼓励、服事了很多人，使人得造就。
我们若要效法耶稣，我们就要把光带到不同的地方，服事不同地方的人。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
国家、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群体里服事，为主发光。我们必须想出适合的方法，
将基督的好信息，带给住在邻近的居民。
你可以在教会的大型活动，广邀社区的居民参加。你也可以邀请亲朋戚友去教会或是去小组，
去参与地方社区的一些特别的活动，将基督徒的光带到社会服务里去。
我们要把光带到不同的地方，服事不同地方的人。我们要活出生命的光，就要效法耶稣，要有
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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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如何才能弃绝自己的罪，不再遮掩它们？请分享。How can we abandon all our
sins and no longer cover them up? Please share.
Q2. 你是否有在圣诞节或复活节邀请亲朋戚友或邻居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或小組聚会？Do you
invite relatives, friends, or neighbours to church service or cell gathering on Christmas
or 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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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分成 2-3 人一组，彼此分享要如何才能活出生命的光，成为好榜样？然后彼此代祷扶持。
Divide into groups of 2-3 people and share with each other how can we live out a
glorious life and become exemplary? Thereafter, pray for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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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生命栽培”课程

线上(Online Zoom)“生命栽培一和二”(LC1&2) 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生命栽培一  11月7日(星期六)
生命栽培二  11月21日(星期六)
时间：4pm–5.30pm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11月3日(星期二)
请你们鼓励还未完成经历神营会的组员到链接报名，预备他们去经历神营会。


领袖会议

我们的主任牧师期待于11月18日，星期三在线上与所有的领袖会面。领袖会议于晚上8.00 9.30进行。会议将在YouTube频道举行，届时你们的团队牧师将与你分享会议的链接。会议
备有华语翻译。你可浏览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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