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8 周（2 月 17 日–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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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风采
目的：用物件自我介绍
时间：10 分钟
内容：组长说：“从一件衣服，可看到真我流露，你身上的物品也不例外。”
1. 用几分钟在房中或自己身上找一样可以代表自己的物件。
2. 各人分享所选的物件，解释理由。例如：
“我选这手表，因为它代表我很有时间观念……”
3. 分享之后可互相代祷，感谢神赐我们这独特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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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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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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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光明自由
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
永活的主祢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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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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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圣灵
再没有事物能与祢相比
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
祢同在里
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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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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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话
讲道日期: 2019 年 2 月 10 日

讲员: 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歌罗西书 2:7 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充满着感谢的心。
2018 年我们教会进入了培育的季节，预备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与主的爱会更加的深，
在主的信心里面更加坚强。这个培育的季节是来预备我们，要准备来迎接上帝要赐给我们的
大事。在这预备的过程，上帝也要预备我们的心。
在这现今的社会，有一个概念正在流传着，而这个概念很可能会阻止我们与神亲近。这个概
念就是：随心所欲。很多人都说我们要随心所欲，跟着我们的心走，而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
导。随着我们的心走，其实网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不跟随你的心，代价就是余生后悔当初为何没那么做；跟随你的心，幸福便随之而来；跟随
你的心，倾听内心的声音；人生没有对与错，只要跟随你的心；跟随你的心，去做让你感觉
开心的事。最终，幸福才是我们今生所追求的。
我们都在追求幸福，但如果追求网上的建议而跟着它走，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蒙福的生命，不
会有完美的一生。
马太福音 15:10-11,17-20
10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11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
污秽人。”
17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18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19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讟。20 这
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耶稣说从我们心发出的，这才是恶的，所以我们才不可以跟着我们的心，做我们想做的事。
圣经里的伟人，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跟着心走的。
使徒行传 13:22 ……又为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
要遵行我的旨意。’
我们都知道大卫并不是随着他的心，合着他的心意的。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合神心意的一个
人。人生的关键不是跟随我们的心，而是追求神的心意。当这世界告诉我们随心所欲吧，也
就是说，跟着感觉走，心里面感觉要做什么就去做。若我们跟着感觉走，我们的感觉、情绪
就会成为我们最高的权柄。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感觉未必是对的、未必是准确的，
感觉会使我们盲目、会使我们判断错误。

“没有什么事物比感觉更迷惑人心。基督徒不能靠感觉生活。让我进一步告诉你，这些感觉
都是撒旦的工作，因为它们都是错误的感觉。你有什么权利凭你的感觉来对抗基督的道。”—
—司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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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依靠神的话语，而不是依靠感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可以随心所欲，想到
或感觉到什么事就想去做的。无论去到哪里，都有法律、制度、系统的，若这社会要正常的
运作，我们就不可以随心所欲。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也不能让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
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其中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心境
是什么样子的。有两段真心话，为何我们不该跟着我们的心走：
1. 人心诡诈
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了从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邪念。
一个心理学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十大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心走。她的最后一点写到：
倾听你的心——它晓得你真正的欲望。她也写了一段话关于这一点：总的来说，我觉得强调
倾听自己的心的概念很重要，因为你的心晓得你真正的欲望。它知道你想要和需要什么，以
及什么才能让你真正感到满足。当我们对自己坦诚，当我们愿意问自己，我们的内心真正隐
藏着什么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看见机会。我们有机会满足心中的欲望，有机会成为命中注
定的人，做我们注定要做的事。这是何等错误且容易误导我们！我们心里的需要，并不是真
正的解答。
耶利米书 17:9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这个诡诈不单单只是欺骗到别人，也是在欺骗自己，我们的心境正是如此。
马太福音 15:3-9
3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4 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
‘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5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献’，
6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7 假冒为善的人哪！以赛亚指
8

9

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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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正在指出这群法利赛人的心是充满着诡诈和虚伪的。当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不只
是一个很单纯的感念或理念，也是实际上的行动，以金钱去支持、供应给父母。
法利赛人对圣经的误解，导致被误导。法利赛人因贪财而不愿付给父母，不尊重父母就是不
尊重神。所以不要成为假冒为善的人！当我们跟着我们的心走，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欺骗自己。
哥林多前书 10:12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若我们觉得自己是站得稳的，要小心了，其实我们是站不稳的。若我们觉得我们不像法利赛
人，很可能我们就是法利赛人。在教会，人们是如何欺骗自己的感觉？当他们在寻求新的方
向时，求主指引，然后求主给启示，其实是凭自己的感觉而来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欺骗了
别人也欺骗了自己，我们以为自己做对了、自己是圣洁的，其实不然。
2. 人心不专一
我们的心其实不是专一仰望神的。
马太福音 15:8-9 8‘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9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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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了两个极端的话，祂说：你的嘴唇尊敬我，可是你的心却是远离我的。祂说：你敬拜
我，可是你是白白的敬拜了我，因为你只为着自己的需要而祷告。这来来回回，看见我们的
心是分两边的。
诗篇 86:11-12 11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
你的名。12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大卫王在这里是说他的心是要专一的，因为他知道，人自然而然就会不专一、会分心。就如
法利赛人，开始时，他们是要服事神、敬畏神。可是时间久了，他们的心就分散了，不专一
了。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变得不专一了，因为我们并不是完全信靠主的。
上帝经常用金钱这个主题，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很多时候上帝会用金钱来
促使我们做出一个抉择，一个跟随主或跟随金钱的抉择。
马太福音 6:24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
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我们必须完完全全委身自己去服事神，必须寻求也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千万不要靠着
感觉而做出一些决定，要凭着上帝的话语而做出所要做的抉择。

“我们要尊崇的是基督，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不是靠情感，乃是靠顺服更加认识祂。我们
对神的爱在顺服中体现出来，而非在某一时刻对神的感觉有多美好。‘爱意味着遵守神的命
令。’‘你爱我吗？’耶稣问彼得。‘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并不是问‘你对我的感觉如何？’
因为爱不是一种感觉。耶稣要的是行动。”——伊丽莎白·艾略。
我们不应跟着感觉走！我们要活出的生命就是要跟随着神的心意。若我们跟随自己的心意，
我们的生命就会非常的凌乱。若我们跟随自己的心走，明白自己的心是诡诈、不专一的，那
就没有盼望了。但上帝并不是呼召我们跟我们的心走，我们的盼望就是要跟随着神的心意而
走。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人心是诡诈的，但神却信实不变；我们人的心是不专一的，但是神
却专一为着我们。
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和十二章记载了大卫王犯罪的故事。看到人的心境是诡诈的，不单
单在欺骗别人，也在欺骗自己。大卫王的心并不专一，与其带领着他的兵士，反而留在舒适
的宫内；与其尊容他在前线的兵士，反而害得兵士被杀害。拿单跟大卫讲述一个故事，关于
一个有钱但又邪恶的人，大卫听了就非常的生气：
撒母耳记下 12:5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
撒母耳记下 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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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单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
8
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
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9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
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10 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
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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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卫悔改了！拿单就对大卫说：
撒母耳记下 12:13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上帝其实施恩于大卫，然而罪是有后果的。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死了，上帝也说了：刀剑必不
离开你的家，而直至今日，这国仍然在争战着。可是上帝上帝赦免了大卫，因为上帝是信实
的、充满着怜悯的。
耶利米哀歌 3:22-23
22
因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致灭绝，因他的怜悯永不断绝，23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
极其广大！

“尽管我们的感觉会随时改变，但神对我们的爱绝不改变。”——刘易斯
我们学习到的另一个功课是，上帝不单单是信实的，祂也是专心为着我们的。
彼得前书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上帝顾念我们也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罗马书 8:31-32
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我们的心境是不需要不专一的，因为我们可以依赖祂，祂会顾念我们。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今天，若我们的心不规正、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就会带领我们去到错误的地方。可是上
帝要教导我们跟着神的心意走，要保守我们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跟随神的心意走。我们
越跟随主，就会发觉其实我们的人心是多么的邪恶。人心毕竟是不可靠的，靠主的话语前行，
我们绝会不滑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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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态服事？是随心所欲、想服事就服事，还是真心诚意的去服事？
请分享。
Q2. 或许在你生命的某一部分是完全信靠主的，另一部分是不信靠主的，有一部分是跟着感
觉走的。请坦白分享你将如何专一的仰赖上帝。
Q3. 让我们来说真心话，省察自己的心。你的心是否远离了神？你是否与家人或朋友有摩擦，
关系不好？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你将如何修复与神的关系、如何修复与家人和朋友
的关系，然后彼此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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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经文：
诗篇 86:11-12
11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12 主我的
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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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是为帮助新信徒建立稳固的基督徒生命根基, 同时预备他们亲自与主耶稣有一次改变生
命的经历。课程将在以下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进行。欲知详情，请参阅教会网站的装备页面
或应用程序。
课堂日期

时间/地点

LC1 - 2 月 24 日; LC2 - 3 月 10 日;
LC4 - 4 月 14 日; LC5 - 4 月 28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触爱中心(地下室)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3 月 23, 24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Gateway TCS Office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3 月 16, 17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教会办公室@ Chai Chee

2. “极限门徒”课程
本课解释圣经中基督门徒的观念，它适于运用在所有信徒身上。了解并掌握“极限门徒”的
观念，是我们成为耶稣的极限门徒的呼召，和成为极限门徒塑造者的基础。
报名者必须完成生命栽培(LC)或者曾参加从前的经历神营会(EW)。
(备注：凡完成从前的“领袖训练学校一：基础课程/线上SOL1FN”,无需报读)
课堂日期

时间/地点

2 月 24 日和 3 月 3 日

星期日；下午 2.30 – 傍晚 7.00；触爱中心－地下室

3. 启发处处有
启发课程是介绍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福音性课程，专门为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的人而设。我们
鼓励所有会友在职场中进行启发课程，我们称它为“启发处处有”。因此，我们将为会友们提
供培训。华语的培训于 2 月 23 日（这个星期六），早上 9.00 至下午 1.00 在触爱中心进行。
有兴趣参加培训者，请上网 fcbc.org.sg/zh/alphatraining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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