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8 周（5 月 2 日–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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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组员分享一件不喜欢却不能不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喜欢做那件事？要如何克服与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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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天窗

新的异象,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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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我的祷告
如香陈列在祢面前
没有黑暗势力
可以摇动我的信心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们神要做新事

愿我我的敬拜
到祢面前蒙祢悅纳
天使天军屈膝
俯伏敬拜在祢宝座前

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异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
愿祢充滿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地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地
在这地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荣耀的主我愿祢来
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
神国度的荣耀彰显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荣耀的主我愿祢来
圣灵引领看见新的异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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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祷告如香
(6x)
献在祢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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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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重要吗？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日期：2021 年 4 月 25 日
马可福音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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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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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 （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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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 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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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等物。
）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6

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
7

8

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 你们是离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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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 又说：
“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和法利赛人所讨论的事情是不关紧要的事情，可是法利赛人将这些琐碎的
事变成大事，所以耶稣在第九节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很多人都
认为自己不是法利赛人，不属于这些宗教性的团体。耶稣当时所教导的，对现今的世代也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没有时间的局限，无论我们是属于任何季节、什么朝代，上
帝的话语是永存的。
马可福音 7:6-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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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

是枉然。
’

我们必须在灵与真理里敬拜，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的敬拜是枉然的。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若我们的心远离神，那么这敬拜就是枉然的。经文所提到的法利赛人，他们看似遵守了所有
的道、看似最圣洁的一群人，但他们的心却是远离上帝的。当我们提到法利赛人时，就会说
他们是充满律法主义。他们遵守很多不同的律法，就把这些律法看得比上帝更重要。今时今
日的教会，就如当时的法利赛人，也可能会陷入律法主义当中。我们如何可以避免陷入律法
主义中？
1. 谨守真理大于墨守成规

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必须谨守真理大于墨守成规。真理必须大于传统，我们的传统可能是
因着真理而形成，但不是所有的传统习俗都有上帝的真理。
马可福音 7:8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

经文提到上帝的诫命对于人的传统习俗遗传，法利赛人当时就陷入了这样的陷阱，他们珍惜
的是人的传统习俗遗传多过于上帝的真理。
在基督和早期教会的时代，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富有影响力的宗教派别。他们的特点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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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敬虔，除了书面律法之外，还须接受口述传统，并且教导犹太人应遵守《摩西五经》
里的 600 多条律法。
总而言之，法利赛人就是喜欢把琐碎的事属灵化；把属灵的事琐碎化。若我们不想活得像法
利赛人一样，不要有律法主义，我们就要学习、谨守真理大过于墨守成规、持守以前的传统。
2. 优先顺序大于个人偏好

我们都有各自的偏好，但我们要学习将上帝的顺序摆在优先。
马可福音 7:5 他们质问耶稣：
“为什么你的门徒违背祖先的传统，竟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

这里法利赛人不单是指门徒没有洗手，他们说手不洁净，就是全身全人都不洁净、不圣洁。
还问耶稣为什么门徒没有按照传统、他们所立下的条规洗手？
马可福音 7:6 耶稣回答说：
“以赛亚先知针对你们这些伪君子所说的预言一点不错……

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把琐碎的事情属灵化，也琐碎化了真正重要的属灵真理。
法利赛人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被分别为圣的。法利赛人的初衷是很属灵的人，他们为着上
帝拼命，但他们在途中失去了他们的视角。最终将他们的优先顺序、偏好大过于上帝所立的
顺序，而迷失了方向。
律法主义不是因律法而产生的。律法主义是因错误的思维和远离神的心而产生的。
马可福音 7:14-15
14

15

耶稣又召集众人，教导他们说：
“我的话，你们要听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使人污秽，

只有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

经文教导我们，外在的东西不会污秽我们，是我们的反应、从我们内心所发出的，才会使人
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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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敬拜团有人穿破洞牛仔裤，你是否能全心的投入敬拜？或是专注于那个破洞牛仔裤？
请坦诚分享。
Q2. 你会因着一个人的习惯、穿着或外表而对他有成见或偏见吗？你要如何避免仅凭他人的
外貌来评判人？请分享。
Q3. 若有人说你是法利赛人，你会如何反应？反思自己是否陷入律法主义中，还是为自己辩
护？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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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经文：
马可福音 7:14-15
14

15

耶稣又召集众人，教导他们说：
“我的话，你们要听明白， 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使人污秽，

只有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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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栽培”课程

线上(Online Zoom)“生命栽培一和二”(LC1&2)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生命栽培一 » 5 月 9 日(星期日)
生命栽培二 » 5 月 23 日(星期日)
时间：2.30pm–4.00pm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4 日(星期二)
请你们鼓励还未完成经历神营会的组员到链接报名，预备他们去经历神营会。
2. 更换注册地址

由于我们教会的办公室已搬迁，教会的注册地址将从 5 月 1 日起更换成新办公室的地址：
12 Tai Seng Street, Luxasia Building #04-01A, Singapore 534118
从下 5 月 1 日开始，请把发给我们教会及附属机构的支票和信件邮寄到新地址。
3. 欢迎回家，G 代儿童

我们将于 5 月 1 日恢复 18 个月至 6 岁儿童的 G 代儿童实体聚会。G 代儿童实体聚会将凭票入
场。当你上网 fcbc.org.sg/ticketing 索取英语或华语实体聚会的门票时，也可以同时索取
儿童的门票。有两个年龄层供选择：
1. 18 个月至 4 岁
2. 5 至 6 岁
聚会开始之前的 30 分钟便可以入场。鼓励家长们尽早让孩子们入场。随着 G 代儿童的实体聚
会逐渐恢复，G 代儿童团队将继续与学龄前儿童和小学儿童进行线上小组聚会。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welcomehome。
4. 常年会员大会

我们教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5 月 12 日，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举行。
会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索取常年报告：
• 到触爱中心的咨询服务台自行领取
• 通过快递递送，收件人需支付$15 的快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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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索取常年报告及登记出席常年会员大会，请在 5 月 7 日，中午 12.00 之前上网
fcbc.org.sg/agm2021 提交表格。
常年会员大会和常年报告仅限坚信浸信教会的正式会友出席和领取。
由于我们需要为实体常年会员大会的出席者实行安全距离措施，凡通过上述链接表示想参加
常年会员大会的，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他们透过我们的票务平台亲自为个人订票。唯有
那些持有效的门票的出席者才可以参加常年会员大会。票务平台将于 2021 年 5 月 8 日之后关
闭。
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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