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45 周（2021 年 11 月 7 日–2021 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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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轻松时刻，美梦成真。
目的：忙碌的生活中，也要拨出时间，珍惜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
内容：学校假期将近，你参加联合早报的幸运抽奖，结果幸运地获得马尔代夫四天三晚的五星
级旅行配套。可是这个配套只限两人，你可以把这个机会送给亲朋好友，或者你可以带一个人
同去。你会怎么做，是送人呢， 还是自己和家人朋友去？如果是后者，你会带谁去，为什么是
他/她？你对这趟旅程有什么期待和展望（比如期待关系的改善，亲子关系更亲密，等等）。
彼此分享， 当每个人都分享完了，接着两个人一组的彼此为对方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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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我决定跟随耶稣

赐我自由

It Chhe Ko Siong O Lo

Goa Koat Teng Kun Te Ia-So'

Su Goa Chu Iu

一切歌颂赞美

我己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3X)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It chhe ko siong o lo

Goa i keng koat teng beh kun te Ia-so'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都归我主我的神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来到我的里面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Eng bo hoe thau, eng bo hoe thau

Lai kau goa e lai bin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我们高声呼喊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若没人愿意, 我都要跟随 (3X)
Na bo lang goan i, goa long beh kun te

永不倒退, 永不倒退
Eng bo to the, eng bo to the

十架在头前, 世界在背后 (3X)
Sip ke ti thau cheng, se kai ti poe au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Eng bo hoe thau, eng bo hoe thau

来到我的生活
Lai kau goa e seng oah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O lo Chu, Ha-li-lu-ia

Toh ui chiu u chu iu

赞美主, 哈利路亚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O lo Chu, Ha-li-lu-ia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哈-利-路-亚!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Ha-li-lu-ia!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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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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着真自由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1 年 10 月 30 日
约翰福音 John 8:31-36
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3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
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
罪的就是罪的奴仆。35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
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自由”是多么宝贵的一样东西。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事事受别人的限制，受别人的指挥支配，
受别人的约束，他会开心吗？会有乐趣与有幸福吗？只有自由的人会开心，才有乐趣与有幸福。
若我们要得到真自由，必须：
1. 明白真理 Understand the Truth
约翰福音 John 8: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是超越时间的，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制度的更改，人类思想思潮的更新而改变。真
理是永恒不变的，並且与虚假是相对的。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欺骗、虚假、败坏、杀害，这
一切都来自魔鬼。
约翰福音 John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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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就随之而产生了不少的迷信风俗。新年不敢扫地，怕将财扫悼；新年不
敢去丧礼，怕相冲。有些人怕会影响运气，不敢参加红白事。若我们不明白真理，就会轻信这
些迷信的事，深受这些迷信的捆绑，使我们没自由，心里有惧怕，怕相冲、怕得罪、怕被罚。
约翰福音 John 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真理是神的道，是能改变人心、翻转生命的。当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就不会被这些迷信的事
捆绑，这是许多的人的经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道能运行在信
的人心中，产生改变生命的效果。真理也是神使用的宝剑，剖开人心，光照人心，使人认识自
己的罪和心灵的问题，反省悔改，更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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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当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宝贵时，就会懂得去珍惜。唯有实行真理、得着真理，才能使我们摆脱撒
旦的捆绑和控制，脱离败坏的性情，得洁净、蒙拯救、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样我们才能活出有
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认识什么是真理，对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实在是太重要了。
2. 脱离罪恶 Free from Sins
除了要明白真理是有能力的，我们也要脱离罪恶。我们要从罪恶中走出来，过着圣洁的生活，
不要再犯罪。
罗马书 Romans 6:16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麽？或作罪的奴
仆，以至於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
使徒保罗说，犯罪就成为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没有自由）；不犯罪就成为顺命的奴仆，以至
成义（有真自由）。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与教导。当我们愿意成为神顺命的奴仆，愿意顺
服真理的引导，就不会犯罪，不再受罪的辖制，最后会得到真自由。
约翰福音 John 8: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人都卧在罪的权柄底下，受到魔鬼的控制，成为罪的奴仆。神是公义的，所有犯罪的，都要受
到罪的刑罚。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受了罪的束缚，成了罪的奴隶。罪不是你知道、明白了就可
以得自由的。你需要付罪的代价，罪的代价是极重的。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雅各书 James 4:7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我们听见和看见许多受罪的束缚，作撒旦的奴仆的人，因为听到了福音，信了耶稣基督，很奇
妙的生命有了改变，洗心革面，重新作人。本来是极污秽的，后来变成圣洁；本来是极凶暴的，
后来变为良善；本来是极诡诈的，后来变为正直。这都是因为他们明白了真理，知道犯罪的就
是罪的奴仆，所以他们选择脱离罪恶，成为有真自由的人。
约翰福音 John 8:34-36
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35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
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自由，自由地敬拜主，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摆脱迷信，可以胜过魔鬼，可以
胜过罪恶，完全得着真正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明白真理，脱离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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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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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请分享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Please share what is your definition of freedom?
Q2. 过去你是否有被迷信捆绑的经历？若有，请分享你如何胜过？Have you ever been
bound by superstitions in the past? If so, please share how did you overcome it?
Q3. 请分享你要如何不再继续犯罪，而得着真自由？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stop sinning
and gain true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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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浸信教会的红包封套 2022

• 会友们可以上网 fcbc.org.sg/redpacket2022 预订我们教会 2022 年的农历新年红包封套。
• 每位会友可索取最多两包红包封套。
• 每包含有五个红包封套。
• 我们会在 2022 年的 1 月底之前把红包封套邮寄给你。
• 11 月 15 日截止预订。


领袖会议

• 我们将于 11 月 17 日（星期三），晚上 8.00 至 9.30 召开领袖会议。
• 会议将在 YouTube 频道上进行。届时，领袖们会收到由各自的团队牧师所发出的链接。
• 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 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实体聚会轮替表

•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实体聚会轮替表如下：
o 11 月 13 日 – 陈国贤与许丽云牧师的团队
o 11 月 20 日 – 王福强与高秀凤牧师的团队
o 11 月 27 日 – 翁侠才与江春莉牧师的团队
• 星期日，上午 11.30 的华语聚会则开放给所有会友订票和出席。
• 我们正在观察当前的疫情形势，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更多有关恢复实体聚会的计划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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