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13 周（3 月 24 日–3 月 30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
1.组长宣布将会有一个大的拍卖会，每人有 S$1,000 来买自己看为宝贵的东西。以下是一些
建议拍卖的东西：
（1） 婚姻的幸福（2） 演讲的技巧（3） 赢得诺贝尔奖
（4） 身体的健康（5）父母的称赞（6）苹果公司一半的股票
（7）一个亲人能信主（8）长生不老药（9）智慧
（10）一张时光机的来回机票
2. 每样东西以$10 开始拍卖，出价最高的人便可以买走这样东西。游戏结束后组长带领讨
论为什么组员会出高价来买他所买的东西。
3.最后由组长带领大家为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带领献上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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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神迹的神

荣耀的呼召

我高举双手

祢是行神迹的神
绝望中赐下盼望
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
在祢没有不可能的事

将自已献上当作活祭
作主圣洁贵重的器皿
祢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
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我摊开我的双手
想要给祢什么 却一无所有
我献上我的身体
想报答祢什么
可是却亏欠祢那么多

祢是行神迹的神
绝望中赐下盼望
在祢没有转动的影儿
每个应许都实在阿们

高举双手赞美祢我主
全心全人都给祢耶稣
一生意义活出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主祢却用祢温柔双手
抬起我的头
轻轻对我说 祢恩典够我用

所以我要 要欢呼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

我高举双手 触摸祢的手

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
直到耶利哥的城墙
一片片倒塌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
直到每个大能应许
都完全成就 成就

我爱祢耶稣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
我爱祢耶稣

倒空生命 只愿爱祢更多
我高举双手 愿触摸祢的手
定睛仰望 十架成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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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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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刚硬的心
讲道日期：2019 年 3 月 17 日

讲员：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希伯来书 3:7-19
7
因此，正如圣灵说：“你们今天若听见祂的声音，8 不可心里顽固，像从前在旷野试探祂、
悖逆祂一样。9 当时，你们的祖先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达四十年之久。10 所以，我向
那世代的人发怒，说，‘他们总是执迷不悟，不认识我的道路。’11 我就在愤怒中起誓说，
‘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12 弟兄姊妹，要谨慎，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存恶念，不肯
相信，背弃了永活的上帝。13 趁着还有今日，要天天互相劝勉，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变
得刚硬。14 如果我们将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便在基督里有份了。15 圣经上说：“你们今日
若听见祂的声音，不可像从前那样硬着心悖逆祂。”16 听见祂的声音却又悖逆祂的是谁呢？
不就是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些人吗？ 17 四十年之久惹上帝发怒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些犯
罪作恶并倒毙在旷野的人吗？ 18 上帝起誓不准谁进入祂的安息呢？不就是那些不肯信从的
人吗？19 可见，他们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这段经文讲到我们内心的刚硬。字典告诉我们刚硬的心是不能被感动，就是不能怜悯或温柔，
是无情的。往往当我们心刚硬之后，我们就压抑我们的感情，无法去感受，心就硬了。但耶
稣对刚硬的心的定义有点不同。
马可福音 8:17-18
17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议论没有带饼的事呢？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不
领悟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18 你们有眼不会看，有耳不会听吗？你们不记得吗？
从耶稣所讲的这些话，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刚硬的心。首先，一颗刚硬的心无法感知或理解，
没有办法了解或明白神在我们生命所做的事。第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或听见祂所要对我们
说的话。最后，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我们将会健忘。当我们的心刚硬了，我们对神的感
觉不再敏锐了。按照圣经的定义，刚硬的心使我们不能被神感动，我们不能被神触摸。若我
们真实被神触摸或感动，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转变。除非我们除去刚硬的心，否则我们
不会被神改变。我们的心如果刚硬，就不可能被神塑造。三个因素导致我们的心刚硬：
1. 停滞不前
停滞不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没有增长或发展。曾经有一位牧师这么说，人的心好像水泥，
水泥刚开始是在一个机器里被转动，当水泥被转动时是流动的柔软的，但当水泥被倒在摸具
里不再搅动，水泥就凝固了，变得很硬。我们的心也一样，当我们习惯停滞不前，我们的心
就刚硬了。
希伯来书 3:12 弟兄姊妹，要谨慎，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存恶念，不肯相信，背弃了永活的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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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3:19 可见，他们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当我们不信，我们的心慢慢就会停滞，我们的心就会刚硬了。
希伯来书 11:6 没有信心的人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上帝存
在，并相信祂会赏赐一切寻求祂的人。
我们必须过凭信心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踏出去。当我们不信，我们就会退
缩和停滞。凭信心生活是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活跃的一个重要条件。希伯来书 11 章告诉
我们，信心必须要有行动来配合。我们必需采取行动以至我们的灵命不会停滞不前。
我们不要单单听道而是要行道，要把一些概念在现实中活出来。
雅各书 1:22 你们要行道，不要只是听道，自己欺骗自己。

“现今，有些基督徒只满足于活着，直到他们去世。他们不愿冒险、不愿相信神、不愿成长
或成熟。他们拒绝相信神的话，因为不信心里就刚硬了。那么，他们活着只是等死。”——
大卫·韦克森
这种生活是可悲的，我们不能凭习惯生活，我们要克服恐惧和不确定的感受，要凭信心踏出
去行动。
2. 自我专注
自我专注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只专注自己的感受。若一切都围绕着“我”，我们就成为“神”。
我们的生活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
以色列人是如何悖逆和试探神的？他们确实是自我专注，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感受和处
境。
出埃及记 16:2-3
2
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3“我们还不如当初在埃及就死在耶和华手
中。在那里，我们至少可以围在肉锅旁吃个饱。现在，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是要叫全体
会众饿死在这里吗？”
出埃及记 17:1-3
1
以色列全体会众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从汛旷野启程，一程一程往前行，来到利非订安营，
可是那里没有水喝。2 百姓便跟摩西吵闹，要他给他们水喝。摩西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
么跟我吵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3 百姓非常口渴，他们向摩西抱怨说：“你为什么要把
我们带出埃及，让我们一家大小和牲畜都在这里渴死？”
出埃及记第 15 章是一首感谢赞美神的诗歌，可是在 16 章的第二节，他们就开始埋怨。以色
列人不断地在埋怨，圣经说他们十次埋怨神，而神却一次次满足他们。以色列人看到这么多
神迹，却还是在埋怨，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占据他们的都是自己的渴望和需求。
民数记 14:11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些人藐视我要到何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神
迹，他们仍然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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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以色列人以自我为中心时，他们的心就硬了。
民数记 14:20-24
20
耶和华说：“我听你的祈求，赦免他们。21 但我凭我的永恒起誓，正如大地充满我的荣耀
一样确实，22 他们绝对看不到我起誓要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藐视我的人都看不到那片土地。
23
这些人见过我的荣耀，见过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却仍然不听我的话，试探我十次
之多。24 但我的仆人迦勒并非如此，他全心跟从我，所以我必带他进入那片他去过的土地，
让他的子孙拥有那片产业。
迦勒有不同的心智，他以神为中心，专一跟从神。而那个世代有着刚硬的心的人，他们错失
了神的应许。

“有时候撒旦会煽动我们，要我们的灵刚硬；变得僵硬、不屈、狭隘和自私。这样的灵不能
与神同工，也不能照祂的旨意行。”——倪柝声
3. 痛苦受罪
痛苦受罪也会使我们的心刚硬，我们的任何经历使我们的心灵或身体或思想受到压迫，都是
受苦。在工作中的困难；家庭中不知道该如何与家人相处；孩子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受苦。
魔鬼要使我们在痛苦中离开神。
希伯来书 3:12 弟兄姊妹，要谨慎，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心存恶念，不肯相信，背弃了永活的
上帝。
约翰福音 20:24-25
24
耶稣显现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中绰号“双胞胎”的多马不在场。25 其他门徒告诉他：“我
们看见主了！”可是多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祂手上的钉痕，用手摸到祂手上的钉痕和
祂的肋旁，否则我决不信。”
多马为什么会说除非亲眼看见，否则决不相信呢？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件对多马来说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他的心破碎了。他不想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他不要自己的心再碎一次。
约翰福音 20:26-29
26
过了八天，门徒又聚在一起，多马也在，门都关着。突然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
你们平安！”27 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我手上摸摸看，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肋旁。
不要怀疑，要信！”28 多马回答说：“我的主，我的上帝！”29 耶稣说：“你看见我才信，
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耶稣向门徒显现，直接去破碎多马刚硬的心，因为神看刚硬的心是非常可怕的。即使我们一
次又一次被伤害，神还是会给我们力量一次次来胜过。

“有一颗破碎的心好过一颗刚硬的心。”——克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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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远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破碎的地步。因为祂破碎了我们，就能够使我们刚强、建立我们。
我们怎样才能保持柔软的心？只有神能让我们保持一颗柔软的心。
以西结书 36:26 我要赐你们一颗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要除去你们的石心，赐
给你们一颗肉心。
即使我们觉得现在一无所有，盼望告诉我们，在神里面我们会得到更多。神可以把我们刚硬
的心拿走，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选择凭信心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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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习惯于安逸的生活，而导致你的灵命停滞不前，心也变得刚硬了？你将采取怎样
的改变来软化你的心？请分享。
Q2. 当你的生命面临挑战时，你是专注于自己的感受或处境，还是将眼目转向耶稣？请坦诚
的分享你将如何放下自己的欲望，注目于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Q3. 你是否因为曾经的痛苦受罪而埋怨神，心也刚硬了？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你的经历
以及神如何在你困苦当中以祂的爱激励你，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以西结书 36:26
我要赐你们一颗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要除去你们的石心，赐给你们一颗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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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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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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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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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年会员大会
坚信浸信教会及其附属机构的第 32 届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3 月 28 日，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
大堂举行。欢迎所有坚信会友出席。会友们可在 3 月 16 和 17 日及 3 月 23 和 24 日的周末，
在所有聚会地点领取常年报告。常年报告只限会友领取。领取常年报告时必须出示身份证以
进行会籍验证。请携带常年报告出席会员大会以作参考。

3. FCBC 家庭聚会
我们将于 3 月 31 日，下午 4.00 至傍晚 6.30 在新达城会议中心举行家庭聚会。聚会在 6 楼
的 601 至 604 展厅进行。因此，3 月 30 和 31 日的周末将不会进行例常的聚会。所有英语、
华语、青少年和福建的会众将齐聚一堂，以一个属灵大家庭一起敬拜神。G 代儿童也为 18
个月至 12 岁的孩童准备了名为 OHANA 的特备节目。节目将于下午 3.30 至傍晚 6.30 在 3 楼
进行。5 至 12 岁的儿童可以从下午 2.30 开始，在课室 322 登记入场；18 个月至 4 岁的儿童
则可从下午 3.00 开始，在课室 331 登记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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