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8 周（7 月 10 日–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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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耶稣真好
请组员分享他们信主后生命的改变，哪一点是自己个人最喜欢的。请每人分享，之后一起感
谢神所做的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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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有能力

能不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GPl8f-re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w6z8hH7Jc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祢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泉源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 里面活着

我属于祢 祢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献上敬拜
定睛在祢的荣美
世上一切变暗淡
除祢以外 我还能有谁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属这世界
我高举耶稣的名
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活水涌流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我勇敢站立

（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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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
能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
还得胜有余
（2x）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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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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恩赐
讲道日期：2022 年 7 月 3 日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哥林多前书 12:4-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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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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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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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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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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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恩膏是神向某人浇灌的恩惠或大能。属灵恩赐则是神所赐特定能力和恩惠的具体表现。
保罗在以上经文提到一些属灵恩赐的例子：i. 智慧的言语 (第 8 节); ii. 知识的言语 (第 8 节);
iii. 伟大的信心 (第 9 节); iv. 医病的恩赐 (第 9 节); v. 行异能 (第 10 节); vi. 做先知 (第 10
节); vii. 辨别诸灵 (第 10 节); viii. 说方言 (第 10 节); ix. 翻方言 (第 10 节)。
属灵恩赐并不局限于以上几个，但以上提及到的属灵恩赐是非常具体的。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属灵恩赐的 3 个真理，属灵恩赐是：
1. 恩典的礼物
礼物的定义是：自愿无偿给予某人的东西；一件礼物。礼物是不需付钱的，属灵恩赐也是免
费的，是神所赐的宝贝礼物。
哥林多前书 12:7 圣灵给各人不同的恩赐为要使众人得益处。

恩赐是无需赚取的，是神免费赐给我们的。
哥林多前书 12:11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

神按着祂的意思把属灵的恩赐分给各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属灵或特别蒙神喜爱才能得到。
礼物在希腊文是 Charismata，是免费的礼物，恩典的礼物。所以属灵的恩赐是神恩典的礼物。
2. 任务的工具
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是要完成祂差给我们的任务。
哥林多前书 12:7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好叫世人可以被祝福、得救、得着上帝。
神也装备了耶稣，赐予祂属灵的恩赐来完成神的工作。耶稣讲神的道、医病、赶鬼，祂能够
做这一切，是因为神的灵膏了祂。
路加福音 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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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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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属灵的恩赐就是任务的工具。属灵恩赐既不是用来娱乐的玩具，也不是用来炫耀的奖杯。属
灵恩赐是服事人的工具。属灵的恩赐不是用来炫耀的，不会因我们在教会很资深，恩赐就更
多。
哥林多前书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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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恩赐就像工具箱，按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没有一样工具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神会按着我
们的需要而赐给我们所需的工具。
约翰福音 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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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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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名求
告什么，我必成就。

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我们会做更大的事。神会赐给我们圣灵和恩赐去完成。
约翰福音 14: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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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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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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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3. 纪律的培养
属灵的恩赐是需要有纪律来规范的。属灵的恩赐是神所赐的一份礼物，并不是天生的才华或
才能，不是有才华或才能的人才会得到属灵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7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经文提到各人，是指每个人。问题不在于神愿不愿意或会不会加添能力给我们，而是在于我
们要不要。恩赐是需要去培育和时常操练的。
哥林多前书 14:1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哥林多前书 14:39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以上经文提到我们要切慕得着属灵的恩赐，并要经常地操练它。
提摩太后书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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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

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我们要挑旺神所赐的属灵恩赐，让它火热起来。我们要操练、培养它，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
哥林多前书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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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我们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位神，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祷告自己有更多的恩赐，
但有了恩赐必需不自满且谦卑的被神所使用，让主名得荣耀、被高举，并让更多人经历到神
的信实和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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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知道你比一般的信徒有更多恩赐时，你是以何种态度看待？是觉得比其他信徒更属
灵？还是谦卑的被主所使用并知道恩赐是来自于神？请分享。
Q2. 你是否渴慕圣灵的恩赐？还是局限恩赐的种类与宽度，觉得有一样恩赐就够了，不需要
太多？请说明为什么？
Q3. 属灵恩赐是需要操练的，越操练就越熟练，服事就越有果效，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见证？
请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提摩太后书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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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

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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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的最新消息

从 7 月 2 和 3 日的周末起，我们的 G 代儿童聚会在触爱中心和新达城全面恢复进行！请注意，
你不再需要预先登记和密码来预订 G 代儿童聚会的门票。所有 G 代儿童的聚会将提前 10 分钟
开始，以避免人潮拥堵。新的 G 代儿童聚会时间如下：
o 星期六晚上 7.20
o 星期日上午 9.50
门票将于每个星期三晚上 9.00，在 fcbc.org.sg/ticketing 开放预订。实施疫苗接种差异化
安全管理措施的聚会的出席者，还是需要透过“合力追踪”应用程序或便携器来进行 SafeEntry
入场。请记得携带手机或便携器。
请浏览教会网站查看有关我们聚会的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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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新加坡 40 天祷告与禁食

爱新加坡 40 天禁食祷告已经开始，将从今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进行。我们会根据今年的主
题“活着就是基督”一同研读腓立比书与祷告。英语和华语的祷告事项已刊载在 40 天 2022
的网站上 www.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2。
3. 坚信浸信教会 7 月份的活动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各项活动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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