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7 周（2021 年 7 月 4 日–2021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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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鼓励大家积极地去传福音。
内容：鼓励组员分享并讨论成功传福音的机会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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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疼爱世间人

呤诗赞美主

保守我的心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Gim Si O Lo Chu

Po Siu Goa E Sim

上帝疼爱世间人

天父上帝请祢来听

主啊保守我的心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Thi* Pe Siong-te chhia* Li lai thia*

Chu ah, po siu goa e sim

救恩赐给你

阮抹呤诗来赞美祢的名

胜过保守我的一切

Kiu un su ho' li

Goan beh gim si lai o lo Li e mia

Seng koe po siu goa e it chhe

祂是全能的救主

祢的教训阮抹行

因为一生的果效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Li e ka si goan beh kia*

In ui it seng e ko hau

咱当信靠祂

祢的话语阮抹听

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Lan tioh sin kho I

Li e oe gu goan beh thia*

Si tui goa e sim lai hoat chhut

你若心里有忧愁

主啊祢的疼爱阮嘛知影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Chu ah Li e thia* thang goan ma chai ia*

应当向主求

阮的脚步求主啊来带领

Eng tong hiong Chu kiu

Goan e kha po' kiu Chu ah lai toa nia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这条道路虽然歹行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Chit tiau to lo' sui jian phai kia*

平安赐给你

但有主同在阮嘛唔惊

Peng an su ho' li

Tan u Chu tang chai goan ma m kia*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献给祢
Goan goan it seng hian ho' Li

用阮的歌声称颂赞美祢
Eng goan e koa sia* chheng siong o lo
Li

主啊, 主啊, 我爱祢
Chu ah, Chu ah, goa ai Li

愿阮一生见证祢
Goan goan it seng kian cheng Li

愿一切荣耀拢归给祢
Goan it chhe eng iau long kui h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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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恳求主洁净我心
O khun kiu Chu kiat cheng goa sim

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Ui goa cho chit kho chheng kiat e sim

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
Khun kui Seng Leng khia ti goa lai bin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Ho' goa tiong sin u chia* tit e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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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讲员：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6 月 26 日
出埃及记 Exodus 20:16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出埃及记 Exodus 23:1-2 (CCB)
1“不可散布谣言，也不可与恶人一起作伪证陷害别人。2 不可随众行恶。在法庭作证时不可
附和多数人，颠倒是非。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不可毁谤”、“不可抹黑他人”，不可以对他人作出不符合事实
的控告和评论。证人是把他所看见的，听到的，真实在庭上供证！
箴言 Proverbs 19:9 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
作假见证，抹黑，毁谤，可以导致被害人遭受重大影响，打击甚至于自寻短见，因此有人说毁
谤就是一种谋杀。
申命记 Deuteronomy 19:18-19：如果法官证实证人作假见证陷害人，就要“待他如同他想
要待的弟兄”。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假见证，会导致别人被鞭打，那么一旦发现他作了假证，
他就要接受鞭打的刑罚。这样，就可以把那恶从他们当中除掉！
利未记 Leviticus 5:1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
出来，…
另外一种作假见证陷害人，是当证人看见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选择明哲保身，保持沉默, 这
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人为什么说谎呢？
作假证的主要原因 – 骄傲
假见证的源头 – 撒旦魔鬼
1. 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因此，谎言是撒旦的母语。
约翰福音 John 8: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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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旦最喜欢做的就是「蒙蔽真理」。
创世记 Genesis 3:1-5
1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
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3 唯有园当中那
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4 蛇对女人说：“你们
不一定死！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作假见证陷害人 :
属灵 → 没有真理
动机 → 私欲/杀人
行动 → 说谎/误导
当作假见证陷害人时，就是跟从了撒旦，作假见证的可怕后果是人在做天在看，主必有审判。
如何能够“不作假见证陷害人”：
1. 拒绝虚假 - 认罪悔改 Reject falsehood - Confess your sins and repent
当我们说谎时，这个罪让撒旦魔鬼牢牢地囚禁你，使你被捆绑，无法自拔！所以我们要：
a) 审查我们的内心 Examine our heart
马太福音 Matthew 12:34-35
34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3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们的心里面是善还是恶？
耶利米书 Jeremiah 17:9-10
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10 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
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我们是否后悔说过一些话？我们需要悔改！
b) 坦然认罪悔改 Confess your sins and repent
我们说谎时，很多时候以为没什么大不了，不会有人知道，神不知鬼不觉，这是撒旦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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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2:2-3
2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3 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
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当我们不诚实的时候，一定会被发现，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
箴言 Proverbs 28:13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
以下五种得罪神的话，我们需要时刻求神「禁止」我们说出口：
-

谎言

-

八卦

-

抱怨

-

亵渎

-

妄称耶和华的名

2. 选择诚实 - 活在真理中 Choose honesty - Live in truth
a) 要立志活在真实里 Be determined to live in truth
诗篇 Psalm 1:1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b）要渴慕读神的话 Eager to read the word of God
诗篇 Psalm 1:2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让我们说诚实话的四种态度：
(1) 完整的说出真实：一半的真实，也是谎言。
(2) 一致的说出真实：人前人后表里一致，绝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3) 爱心的说出真实：当他人感受到你的爱心，就会接受你的实话。
(4) 智慧的说出真实：说话之前，先在你的思想中走过。
“你可以永远欺骗部分的人，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一段时间，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
人。” —— 林肯，前美国总统
“不管你是多聪明的说谎者，总有一个比你更聪明的人。”
“我们必须先把这世界变成一个诚实的世界，然后才可以诚实地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诚实的确
是最好的策略』。” —— 萧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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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十诫 - 能帮助大家管理好舌头：
01 你的言语要可信
02 你的言语要蒙神悦纳
03 你的言语要能建造别人的生命
04 你的言语要有鼓励
05 你的言语要有恩慈
06 你的言语要有智慧
07 你的恶言语要少
08 你的言语要适宜
09 你的言语是投资
10 你的言语要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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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作假见证或说谎话的后果。Please share the consequences of giving a false
testimony or telling a lie.
Q2. 晓得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你有什么感想，你要做出什么改变？Knowing that Satan is
the father of liars, how do you feel, and what changes are you going to make?
Q3. “言语十诫”能帮助大家管理好舌头。哪一些是你必须认真学习的？The "Ten Lessons of
Speech" can help everyone to manage their tongues. Which points must you seriously
lear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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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天 2021
•

今年的 40 天祷告与禁食季节已在刚过去的星期四（7 月 1 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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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8 月 9 日结束。

•

祷告手册只在网上刊载。

•

40 天 2021 的网站(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1/)将每天上载当天的祷告指引。

坚信浸信教会和佳伟公司招聘员工
•

坚信浸信教会和佳伟公司目前有全职的职位空缺。

•

其中包括：

o

会计师

o

财务执行员

o

资讯科技执行员

o

高级设施管理执行员

o

行政人员

• 如果你有意加入我们的团队，请上网 fcbc.org.sg/zh/careers 查看详情和申请有关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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