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2 周（3 月 21 日–3 月 27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

大家轮流分享下面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知足”和“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消极遁世”的区
别？怎么看待“知足”和“神圣的不满足”
组长最后总结说：区别“知足”和“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消极遁世”，还是在于目的性和主
权性。就是你为什么不做，你当尽你最大的力量去完成神给你的人生责任，不去完成就是不
思进取。而你努力之后，无论收获是什么，相信神主权的结果，并以此为满足，就是知足。
而神圣的不满足是针对于我们对神的渴慕和追求，而不是其他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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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荣耀

日日夜夜

亲爱圣灵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里有医治涌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
永活的主祢在这里

耶和华 祢大荣耀降临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子民
因祢荣耀 我不住敬拜

再没有事物 能与祢相比
活泼的盼望 超越全世界
祢同在里

祢是起初的末后的
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全心敬拜祢大声欢呼
羔羊被高举
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
万国赞叹祢的荣美
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
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

我受造 是为了敬拜祢
我受造 是为了荣耀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与我们同住
因祢荣耀 我不住敬拜
圣哉圣哉圣哉 昔在今在永在
荣耀荣耀荣耀 配得颂赞爱戴
圣哉圣哉圣哉 全地向祢跪拜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羊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
祷告如香不停升起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
赞美献祭永不断续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羊(2x)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2x)
日日夜夜(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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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到世上 最甜美的爱
当我心得释放 我羞愧都松开
祢同在里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祢
充满这氛围 浇灌在这地
我全心渴慕祢荣耀降临
完全降服于祢的同在里
让我更多 来感受祢的同在
让我更多经历
祢荣耀中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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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情

讲员: 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1年3月14日
哥林多前书 5:6-8
6

7

你们自夸不是好事，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整团面发起来吗？ 你们要把旧酵除掉，好成为真
8

正无酵的新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为祭了。 所以，我们不可带着歹
毒邪恶的旧酵守这逾越节，而要用真诚纯洁的无酵饼。

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很慎重的在处理教会里面有奸淫的事件。可当时哥
林多教会的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里借着一点面酵就能使整团发起来的比喻提醒我
们，小小的妥协会造成致命的罪。我们信以为真的两大谎言：
1. 小事情——没问题
哥林多前书 5:1-2
1

2

我听说在你们当中竟有人与继母乱伦。这种淫乱的事，就是连异教徒都做不出来。 你们竟

然还自高自大！难道你们不该痛心，把做这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吗？

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大事上没有妥协，却妥协于他们认为是小事的淫乱上。
加拉太书 5: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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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面酵能使整团面发起来。
” 我在主里深信你们不会有二心，但无论谁搅扰你们，都

必受审判。

当时的加拉太教会面对错误的教导：若没有坚守犹太人的习俗，就是接受割礼，就不是基督
徒。而使徒保罗认为受割礼并不是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他要传达的是：受不受割礼并不
重要，惟有做新造的人才重要，惟有心里做犹太人才重要。
马太福音 5:27-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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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

经与她犯奸淫了。
2. 小事情——不关键
哥林多前书 5:6 你们自夸不是好事，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整团面发起来吗？

经文中所指哥林多教会的人以为和继母乱伦是小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可使徒保罗在这里
要提醒我们，所谓的小事情却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家庭，甚至整个教会，所以它绝对不是小
事情，需要严肃处理。
哥林多前书 5:2 你们竟然还自高自大！难道你们不该痛心，把做这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
吗？

这段经文不是说保罗恨这些人或者上帝的恩典不够用。而是说这些行淫乱的人若不悔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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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与教会肢体相交，以免影响整个教会。
哥林多前书 5:7 你们要把旧酵除掉，好成为真正无酵的新面团……

在人看来是小事情，在神看来绝对不是小事情，因为小事情不处理好会升级变成大事情。
加拉太书 5:22-23
22

23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这样

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与圣灵果子相反的就是情欲的事。
加拉太书 5:19-2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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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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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加拉太书 5:16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肉体的情欲就是在身体上有欲望要去做一件事情，就去把事情给做出来了。在脑子里小小的
欲望、小小的想法，就会发酵成为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要尽早地处理它。在我们生命的每
一个环节，都要尊荣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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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举例说明我们倾向于妥协的“小事情”，这些“小事情”真的不是问题吗？请分享。
Q2.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小事情，没问题也不关键呢？你有在小事上妥协的经历吗？请坦诚分
享。
Q3. 哥林多前书 5:7 你们要把旧酵除掉，好成为真正无酵的新面团…… 你将采取哪些行动来
除掉你生活中的“酵”呢？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哥林多前书 5:6-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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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自夸不是好事，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整团面发起来吗？ 你们要把旧酵除掉，好成为真
8

正无酵的新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献为祭了。 所以，我们不可带着歹
毒邪恶的旧酵守这逾越节，而要用真诚纯洁的无酵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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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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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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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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读以弗所书

从 2021 年 3 月起，我们的使徒性监督，邝健雄使徒将带我们深入研读《以弗所书》，主题是
“ 享 有 丰 盛 富 足 的 生 命 ”。 这 线 上 查 经 班 将 分 阶 段 全 年 在 我 们 的 YouTube 频 道 上
(youtube.com/fcbcsg) 播放。
查经的第一部分涵盖以弗所书的首三章，我们会先播放英语版。在九周里，每周将会上载一
课，共九课。从 3 月 16 日的第一课开始，查经班将于每逢星期二，晚上 8.00 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首播。
查经的第二部分涵盖以弗所书的后三章，会在下半年播出。此外，我们也会录制华语版，并
在较迟的时候播出。
首播之后，查经班的每一课将保留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供随时观看。此线上查经班无
需报名。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3. 欢迎回家
我们将从 2021 年 3 月 27 日开始恢复触爱中心的实体聚会。因 COVID-19 疫情的缘故，各团队
将轮流参加实体聚会。
彭伟纶牧师与张翠翠牧师的团队被安排参加 3 月 27 日（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暂
时没有 G 代儿童聚会，我们打算于 4 月份开始，具体日期有待确定。
只许使用电子门票入场，只有密码才能使用票务网站（于 3 月 24 日，晚上 9.00 正式启动）
。
你的团队牧师将在你团队被安排参加聚会的那周，告知使用票务网站的密码。你可在那个星
期的聚会的周三晚上 9.00 预订门票。
为了确保安全距离和遵守政府规定，我们在大堂内设置了 4 个座位区域，每个区域最多可容
纳 50 人。抱歉，我们暂时不允许未预订门票的访客入场。
参加聚会之前，请确保你已下载“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手机应用或带有携手防疫器
（token）。你必须作 SafeEntry 的登记才能入场。
为了你的安全，我们根据政府规定实施了几项新措施。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在现场指
导你。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s://fcbc.org.sg/zh/welcom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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