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1 周（3 月 14 日–3 月 20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破冰游戏: 虚拟背景
1. 通知所有参加 zoom 的组员，选择最能描述他们的 Zoom 虚拟背景。
2. 每个人都将有 1 分钟的时间来解释，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背景？
3. 网络时代，充满虚拟世界，我们更要注意在网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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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祢的爱永不变

當祢找到我

能不能

祢开了我的耳我的眼
我的嘴将称颂祢到永远
祢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
如同天高过地

当祢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祢靠近我 祢拥抱我 从此祢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交在祢手中
祢医治我 祢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我属于祢
祢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献上敬拜

全地都要来赞美祢
我跪拜祢面前称颂祢
山虽动摇地虽改变
我对祢的爱永不变

夜再黑 心再疲惫 我仰望祢至圣荣面
我已决定永不后退
祢作为 何等荣美 祢大能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我跟随 祢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 祢即使荆棘满布
纵然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缠累 永远不后悔
在祢翅膀荫下我得保护
祢话语使我生命得坚固
祢应许不摇动 自始至终永不落空
未来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当祢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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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睛在祢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暗淡
除祢以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就
让我留在祢的同在里
能不能
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祢
我哪儿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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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妥协

讲员：陈国贤牧师

日期：2021 年 3 月 7 日

撒旦对付基督徒的两个伎俩：
i. 逼迫苦难：是牠用来挫败基督徒的信心和传福音的热忱，促使他们放弃。但基督徒因为受
逼迫，反而更积极的传福音。
ii. 诱惑妥协：是牠让基督徒一步一步的卸下防卫，在不知不觉中，在信仰、道德、言行上，
慢慢的妥协，以致成为撒旦的傀儡，被罪捆绑。
启示录 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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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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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

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
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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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

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15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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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

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耶稣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当时处在亚细亚的七间教会，这是写给别迦摩教会的信。别迦摩教
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在信仰和道德上妥协了。而耶稣迫切指责和期盼他们醒悟过来，
悔改回到上帝那里。妥协的定义在韦斯特词典里是：作出可耻或有损名誉的让步。

妥协就是接受比正确稍微低一点的标准。就是低这么一点点， 但你知道吗？一只小狐狸就足
以毁了整个葡萄园。—— 乔伊斯·梅尔
我们如何抗拒属灵方面的妥协？
1．要警醒，持守真道
我们需要用上帝的话语。
启示录 2:12

“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

启示录 2:16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两刃利剑”与“口中的剑”代表的是上帝的话语，有争战的用途。
希伯来书 4:12

上帝的话有生命、有功效，锋利无比，胜过一切两刃的利剑，甚至能够剌入

并分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

耶稣的两刃利剑是有著审判权柄的。我们在祂面前是无法隐藏的，因为两刃的利劍，可以刺
透剖开一切隐藏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妥协，以为我们的思想、行为、所做的，都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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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事，或者觉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受影响，就可以无所谓。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
这是撒旦的谎言，因为上帝都知道。妥协先向我们招手，继之和我们握手，最后对我们下毒
手。妥协的力量是很大的，而所招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它其实是撒旦所布置的陷阱，
是一个隐藏的地雷。只要我们踏上第一步，朝错误的方向走出那一步，作出不明智的决定，
它就会把我们一步一步的脱离上帝，最后悖逆上帝。
启示录 2:14-15
14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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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

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别迦摩教会的两个错误的思想和教导，使异端和虚假的教义进入了教会：
I．巴兰的教训 - 利字当头，做事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将属神和属世的事物混合在一起。
出自罪恶的妥协（拜偶像），上帝不再是我们的中心。
II．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 放纵肉体的态度与基督的真理相背。出自肉体情欲的妥协（犯奸
淫），就是肉欲的放纵。
彼得前书 5:8

你们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

可以吞吃的猎物。

我们要警醒，不要被撒旦的谎言蒙蔽。因为罪就是罪！
马太福音 4:6 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圣经上说，‘上帝会差遣祂的
天使用手托住你，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撒旦也知道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免得被欺骗。
诗篇 1: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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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听道行道。

“你若不确信圣经的权威，你就会成为道听途说的奴隶。”——马特.钱德勒
雅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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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顺服上帝，魔鬼就会离开、逃跑了。
2．要悔改，领受恩典
启示录 2:16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耶稣告诫别迦摩教会，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悔改，否则审判就会临到。
雅各书 4:4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

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凡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
启示录 3:19

凡我所爱的，我都会责备、管教。因此，你要热心起来，也要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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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祂是充满恩典的上帝。

“神说，我的恩典将用来赦免你，我的智慧将用来引导你，我的美善将用来拯救你，我的怜
悯将供你使用，而我的荣耀将用来覆盖你。”- 布洛克斯
如果我们在属灵生命、在道德上有妥协，就偏离了上帝的标准，不要再迟疑、给自己找借口
了，要马上悔改，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悔改不只是要悔过，更要改变，也就是知道错
了，马上回转，改过。回到天父那里，与祂修复关系。
启示录 2:17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

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当我们得胜时，就能得到两个属灵的奖赏：隐藏的吗哪 – 神话语的启示；白石（石上写着
新名）- 救恩的确据。
在属灵的国度，我们不可以模棱两可，我们需要做出抉择，选择站在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那
边，绝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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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也知道上帝的话语，你是否有亲近上帝，读祂的话语、遵行祂的道呢？请分享。
Q2.你目前的属灵生命如何？你在信仰和道德上有妥协吗？请坦诚分享。
Q3. 让我们用这三个问题来审查自己的生命：i)有什么事情是你目前正在做，但想停止去做
的？ii)有什么事情是你目前没有做，但想开始去做的？iii)有什么事情是你目前正在
做，并且想继续做的？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启示录 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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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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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向众

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
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D. 服事 Work（15 分钟）
：服事时间是聚焦异象及服事，祷告的时候 ：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1. 基甸勇士培训计划

我们正在招募 2021 年基甸勇士团队的成员！基甸勇士培训计划是在日本或东帝汶进行为期 1
年的植堂宣教计划。你将栽植教会和服事当地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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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报名或查看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gideonite。报名截止日期是 4 月 30 日。
2. 领袖会议

我们的主任牧师将于 3 月 17 日（星期三）
，晚上 8.00 至 9.30 在线上召开领袖会议。会议将
在 YouTube 频道上进行。届时，你的团队牧师会把会议的链接发送给你。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你可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3. 暂停灵修专线

从 3 月 19 日起，我们的华语、福建和粤语灵修专线将暂停，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在专线暂停
期间，我们会通过 WhatsApp 将灵修的录音每天发送给所有华语和福建小组的组长。组长再将
有关录音转发给小组组员。请上网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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