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7 周（2020 年 11 月 15 日–2020 年 11 月 21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
题目：记起我的从前
目的：彼此认识
时间：15 分钟
内容：每位组员伸出十只手指，然后轮流分享以下任何一样关于自己的事：
1）一件曾经做过的事
2）一样曾经吃过的食物
3）一个曾经去过的地方
轮到的组员在分享后放下一根手指，其他的组员若有同样的经历也放下一根手指；每个人轮流
分享，手指先完全放下者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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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主是爱

我要单单仰望祢

Ha-Li-Lu-Ia! Lai O Lo Chu

Chu Si Ai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主是爱, 主是爱

Ha-li-lu-ia! Lai o lo Chu

Chu si ai, Chu si ai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主爱永远不更改

Ha-li-lu-ia! Lai o lo Chu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主是爱, 主是爱

Ha-li-lu-ia! Lai o lo Chu

Chu si ai, Chu si ai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主爱永远不离开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清心的人可看见

因为祢是我依靠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In ui Li si goa oa kho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顺服的人可听见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仰望耶稣的荣光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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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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好牧人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1 月 7 日
约翰福音 John 10:11-18 (CCB)
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2 如果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狼一来，他
必撇下羊逃命。狼就会抓住羊，把羊群驱散。13 他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在乎羊。14 我
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
命。16 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这样，我所
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来带领。17 父爱我，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了再得回
生命。18 没有人能夺走我的生命，我是甘心舍弃的。我有权舍弃，也有权得回，这是我从父
那里得到的命令。”
使徒约翰记载耶稣总共七次和大家宣告祂是谁。耶稣曾说：
“我是生命的粮”，我们来亲近和相信耶稣时，可以拥有一个永远满足的生命；
“我是世界的光”，我们要活出和绽放生命的光，必须走出黑暗 — 弃绝罪，进入光明 — 成为
好榜样；
“我是羊的门”，我们进入耶稣这扇门时，我们就得保护、自由和满足。
当时耶稣所处的社会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因此大家普遍了解羊的习性及牧羊人的职责。耶
稣把自己比喻为好牧人，而我们就是祂的羊，借此来表达祂对世人的关爱。
我们经常有如羊只的习性一样：胆小怕事，容易惊慌；容易迷路，失去方向；盲目跟从，缺乏
判断力；墨守成规，硬着颈项。我们需要有牧人来看顾和照料。
耶稣要对我们说祂是好牧人，因为祂对自己羊群的特征非常了解，祂更会带领和按时按需供应
我们。
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的特质是：
1. 坚决不撇下你 – 近亲祂，信靠祂
Will not leave you – Draw close to Him, Trus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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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祂为你舍命
约翰福音 John 10:11-13 (CCB)
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2 如果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的，狼一来，他
必撇下羊逃命。狼就会抓住羊，把羊群驱散。13 他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在乎羊。
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祂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极限的爱。祂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
们的罪被赦免，祂复活，我们得永生！祂有权柄可以不死，但祂还是甘心舍弃。
好牧人是愿意为羊牺牲自己，甚至连性命都愿意陪上的。就如耶稣，祂坚决不撇下我们，为我
们舍命，是我们可以信靠的。
b) 祂认识你
约翰福音 John 10:14-15 (CCB)
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
羊舍命。
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是创造我们的神，祂对我们的一切无所不知，祂知道我们的状况和需要。
“认识”指的并不是“单一的认知”，而是指“关系的建立”，是一种彼此认识，还包含一种
彼此持续相爱和委身的认知。耶稣和我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祂用自己的生命救赎我们。祂看待
我们比祂自己的生命更宝贵，愿意为我们舍弃性命。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羊，所以祂才这样
爱惜和保护我们。
约翰福音 John 17:3 (CCB) 这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
基督。
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祂，而得着永生。
2. 坚决不放弃你 – 接受祂，宣扬祂
Will not give you up – Accept Him, Proclaim Him
约翰福音 John 10:16 (CCB) 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
的声音。这样，我所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来带领。
对于一个好牧人来说，每一只羊都很重要，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在圈外的，他们同样的属于耶
稣。在圈外走失的羊，迷路的羊，耶稣定意要去寻回他们，把他们领回家。
这是耶稣对我们一种爱的坚定，一种“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 2
Peter 3:9）的坚定，一种“一个都不能少”的坚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到耶稣面前悔改，
这也是福音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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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9:35-36 (CCB)
35 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导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36 祂看见众
人，心里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路加福音 Luke 19:10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是好牧人，祂会一直寻找祂的羊，不会放弃。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拯救我们每
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认识祂，脱离困苦。没有耶稣的生命是空虚的，唯有耶稣能满足我们心灵
的需要。
路加福音 Luke 15:5-7 (CCB)
5 他找到后，会欢欢喜喜地把那只羊扛回家，6 并邀来朋友邻居，说，‘我走失的羊找到了，
来和我一同庆祝吧！’7 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甚至
比有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欢喜。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对耶稣来说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诚心地悔改，那是
何等欢喜的事。就如一位好牧人找到一只走失的羊一样，是何等欢喜的事。
约翰福音 John 10:16 (CCB) 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
的声音。…
每一只迷失的羊都是好牧人的珍宝，都蒙上帝所爱。耶稣对我们不离不弃，祂要带领我们走向
正确的路、光明的路、蒙福的路、永生的路。
耶稣呼召我们跟随祂的榜样，祂要我们每一个人兴起来，成为一位好牧人。我们要带着顺服和
谦卑来到主面前，领受牧者的心和宣扬祂的名；去做祂所做的工，尽我们所能的，来祝福这个
世界，这就是耶稣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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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经有过生命迷失的经历？请分享你是如何胜过当时的困境。Have you ever had
the experience of getting lost in your life? Please share how you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Q2. 请分享要作为一位好牧人，应该要有怎样的心态和行动？Please share what mentality
and actions you should have to be a good shep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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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你认为你认识耶稣吗？请分享你要如何能
更认识耶稣。Jesus said: “I know my sheep and my sheep know me”. Do you think you
know Jesus? 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get to know Jesu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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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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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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