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6 周（2020 年 11 月 8 日–2020 年 11 月 14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
题目：创意点子
目的：动一动脑筋
内容：
如果你需要负责买$10 的茶点供给正在开会的 20 个人，你会怎样做使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想
一想，有何创意点子，每一个人轮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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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主耶稣

亲近主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Chu Ia-So'

Chhin Kun Chu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主耶稣, 主耶稣

亲近主, 亲近主

Chu Ia-so', Chu Ia-so'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用我口敬拜祢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Eng goa chhui keng pai L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哦我主, 当敬拜

亲近主, 亲近主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Oh goa Chu, tng keng pai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祢向我施展奇妙慈爱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Li hiong goa si tian ki biau chu a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因祢爱, 救赎我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In Li ai, kiu siok goa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脱罪恶入光明

坚定我软弱信心

主耶稣真好

Thoat choe ok jip kng beng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主耶稣, 主耶稣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Chu Ia-so', Chu Ia-so'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用心灵诚实敬拜祢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Eng sim leng seng sit keng pai Li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Li

Chu Ia-So' Chin H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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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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羊的门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
约翰福音 John 10:7-10
7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8 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
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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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以色列人在野外牧羊的时候，晚上常常赶不及回家，所以他们需要在野外住宿。通常
他们会找山洞来休息，若没有山洞，他们就会用石头或者树枝等东西来围成一个羊圈，然后留
了一个小口给羊出入，这个小口是没有门的。
每天早上，牧人会站在门口，羊往外走，牧人就一只一只的把羊数清楚，然后带羊出去吃草；
每天晚上，也是这样一只一只的数清楚，看着所有的羊都进入了圈中，牧人自己就睡在门口。
凡有羊要出去或进来，都会经过牧人，因为牧人自己就是羊出入的门。所以，当主耶稣说“我
就是羊的门”时，这意味着祂就是在羊圈门口的那一位，羊群经过祂入就有平安，出就有草吃。
羊代表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上帝的羊。
耶稣基督是羊的门，祂让我们：
1. 得保护 - 不再害怕，要勇敢！ Protection – No fear, must be courageous!
约翰福音 John 10: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得救”的意思就是有保护，有安全，有保障。只要是在门内的羊，都能得到牧人的保护，能
安然地睡觉，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
诗篇 Psalm 121:7-8
7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8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
直到永远。
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可以胜过环境，胜过风浪，不怕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所说的
话，祂必保护我们到永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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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Psalm 27:1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
还惧谁呢？
若我们的生命有了保障，对任何的人、事或物都不必惧怕，我们要作一个勇敢的人。
诗篇 Psalm 91:9-11
9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10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
帐篷。11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上帝要吩咐天使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们要勇敢，不要害怕。
2. 得自由 - 不受捆绑，要兴起！ Freedom – No bondage, must arise!
约翰福音 John 10: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主耶稣不要羊群一直都关在羊圈里，而是要牠们有出有入，有自由。但不是随随便便四处乱走，
而是要在牧人的管辖范围内行动。我们在主里，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约翰福音 John 8: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真正的自由是“当我不想做的时候，我能不能不做？”
许多人都被那些以为能带给他们自由的东西所捆绑了。比如：抽烟、喝醉酒、赌博等，一旦上
了烟瘾、酒瘾、赌瘾，就很难自拔了。有很多人因为烟和酒而失去了健康；因为赌而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失去了幸福的家庭。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1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
的轭挟制。
耶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在祂里面得到真自由，不再受到捆绑。所以，我们必须兴起来去行善，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去祝福他们，为主结果子。
3. 得满足 - 不会缺乏，要分享！ Satisfaction – No lack, must share!
约翰福音 John 10:9-10
9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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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叫我们生命得满足，并且得的更丰盛。
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永远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永远得满足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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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是一个丰盛的神。我们从圣经里能看见，当耶稣行神迹祝福百姓的时候，祂的祝福都
是丰盛的。比如：祂在婚宴中，把水变成上好的酒；祂使彼得的网装满鱼，船几乎要下沉；祂
用五饼二鱼喂饱超过一万人，还有剩下12蓝。
诗篇 Psalm 112:5 施恩于人，借贷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
我们领受耶稣丰盛的祝福，生命没有缺乏，就必须要慷慨地施恩于人，与别人分享这些祝福。
最重要的分享，就是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叫世人都能认识祂，并接受祂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活出爱”是“分享爱”最有效的方法。无论你如何用尽你的口才，跟未信主的人分享主的爱，
他们很难感受到这份爱，因为他们未曾体验过耶稣的爱。但是，当我们活出主的爱，用主的爱
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祝福他们，他们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经历和体验到主的爱。
让我们生活的方式，生命的见证都蒙主的喜悦，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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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命 中还有 使 你 感到害 怕 的东西 吗？ 请分享 你要如何 战胜这些惧 怕？ Is there
anything in your life that you fear? 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overcome these fears?
Q2. 你是否有领受过别人的祝福？你会如何与别人分享上帝给你的祝福？Have you received
blessings from others? How would you share God's blessings with others?
Q3. 分成 2-3 人一组，彼此分享你的生命有什么东西还在捆绑着你？然后彼此代祷扶持，并呼
求上帝释放我们。Divide into groups of 2-3 people and share with each other w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still binding you? Thereafter, pray for one another and ask God to set
us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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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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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神的声音

为了那些有兴趣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培养聆听神声音的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聆听神的声音”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2020年12月9日 (星期三）
时间：傍晚 7.45 - 10.00 点
报名链接：https://forms.gle/VFnyNBQwExgi5fPb7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12月3日 (星期四)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