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18 周（4 月 28 日–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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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中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有些时候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把握让我们做出一个正确
的选择。我们就象赌博那样，做出选择，然后期盼有最好的结果。请轮流分享一件你生命中
面对艰难选择的事件，并说明当时你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你从当中学习到什么经验或者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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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宝座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都归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颂赞 权能 都归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祢宝座前 我献上我的敬拜
我高举双手 扬声敬拜
愿救恩归与宝座上的神
在祢宝座前 众天使俯伏敬拜
让万国万邦 在天上说
愿救恩归与宝座上的神

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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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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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祢

1

祢配得全所有/我尊崇祢
众圣徒众天使俯伏宝座前
众长老谦卑
卸下冠冕在神羔羊前敬拜
祢配得全所有 祢配得全所有
祢是万物源头 一切都归于祢
配得所有荣耀
从白天到黑夜 升到祢座前
馨香祭的呼求 升到祢座前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哦主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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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碎
讲道日期：2018 年 4 月 21 日

讲员: 邝保亮副主任牧师

本周是复活节主日聚会，让我们一起在这一年当中最特别的日子里来回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
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今天的主题是“心碎”。心碎字面的意思是指极度的哀痛和悲伤，今
天一起来回顾耶稣被钉十字架前那周所发生的事情并带给我们的深刻的属灵上的意义和反
省。
马太福音 26:36-38
36
耶稣和门徒到了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祂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到那边去祷告。”
37
祂带了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一起去。祂心里非常忧伤痛苦，38 就对他们说：“我心里非
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跟我一起警醒。”
路加福音 22:44 祂心中极其悲痛，祷告更恳切，汗珠如血滴在地上。
耶稣经历了极度的伤痛，祂的心几乎要碎了。这里分享六件让耶稣心碎的事项：
i.
ii.
iii.
iv.

耶稣从未被人理解
耶稣被出卖
耶稣被遗弃
耶稣被侮辱

v.
vi.

耶稣遭受疼痛
耶稣孤单一人

i. 耶稣从未被人理解
“使徒却一点也不明白，因为这番话的含意是隐藏的，他们听不明白。”——路加福音 18:34
耶稣三番五次地告诉祂的门徒们祂会被钉十字架，可门徒们不明白。耶稣让他们警醒祷告，
可他们却睡着了。
ii. 耶稣被出卖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十二使徒中的犹大已带着一群人赶到，他上前亲吻耶稣。耶稣对他
说：‘犹大，你用亲吻的暗号来出卖人子吗？’”——路加福音 22:47-48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耶稣信任他让他管理钱财，他跟随了耶稣三年多，可他最终出卖
了耶稣。这让耶稣心碎。
iii. 耶稣被遗弃
“那时，门徒都撇下耶稣，各自逃命去了。”——马可福音 14:50
当耶稣被抓以后，跟随祂三年的门徒们都四散逃走了，耶稣的门徒，为首的彼得甚至在人前
三次否认认识主耶稣，这让耶稣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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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耶稣被侮辱
“他们给祂穿上紫袍，用荆棘编成王冠戴在祂头上，向祂行礼，并喊着说：‘犹太人的王万
岁！’他们用苇秆打祂的头，向祂吐唾沫，跪拜祂。”——马可福音 15:17-19
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那些兵丁鞭打祂侮辱祂，他们的无知和狂妄让耶稣心碎。
v. 耶稣遭受疼痛
“于是彼拉多命人鞭打耶稣。”——约翰福音 19:1
耶稣被钉子钉在十字架上，身体遭受这样难以想像的折磨和痛苦，这一切让耶稣心碎。
vi. 耶稣孤单一人
“大约下午三点，耶稣大声呼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 27:46
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段时间里，祂经历了最孤单的过程，因为那个时
刻甚至与祂朝夕相处的天父也暂时弃绝了祂，祂的心怎不孤单，怎不心碎？
以赛亚书 53:3 祂被藐视，遭人厌弃，饱受痛苦，历尽忧患……
耶稣非常熟悉痛苦的感觉。我们或许没有经历过耶稣所经历的，但我们也历尽忧患。在生命
里面经历痛苦时刻、不被理解、被人背叛、被人遗弃、被人羞辱、身体疼痛的感觉，也理解
到孤单一人是不好受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是：虽然我们心灵破碎，但我们能依靠十字架
的大能得胜。
以赛亚书 43: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神未必让我们凡事都一帆风顺，甚至信主的人会遭遇逼迫和更大的苦难，但神应许我们必赐
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仰望十字架，需要学习两个功课。
1. 你并不孤单——神与你同在
申命记 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圣经记载神很多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即使耶稣被祂的门徒弃绝，孤单
地走向十字架，但天父依然与祂同在。
路加福音 22:39-42
39
耶稣离开，像往常一样前往橄榄山，门徒也跟去了。40 到了山上，祂对门徒说：“你们要祷
告，以免陷入诱惑！”41 然后，祂独自走到离门徒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跪下祷告：42
“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
路加福音 22:43 有一位从天上来的天使向祂显现，给祂加添力量。
当耶稣孤单的时候，祂转向天父，天父加添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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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 40:28-31
28
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有听见过？永恒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宰不会疲乏也不
会困倦，祂的智慧深不可测。29 祂赐疲乏的人能力，给软弱的人力量。30 即使青年也会疲乏困
倦，强壮的人也会踉跄跌倒；31 但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高飞，
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我们生命中会经历失败，失望，但耶稣会为我们开道路。并不是我们不会经历痛苦，十字架
教导的是我们会经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
2. 你没有迷失——神在带领你
当心碎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会觉得迷失、很无助。走在旷野和沙漠中是一件可怕的
事情，人会迷失方向，但是神不愿意让我们迷失，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得随时的
帮助。
路加福音 22:42 “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
以赛亚书 53:10 然而，祂被压伤、受痛苦是耶和华的旨意；祂的性命作了赎罪祭。祂必看见
自己的后裔，祂必长久活着。耶和华的旨意必在祂手中实现。
是神定意要祂的爱子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这一切必须成就。事实不是神乐意看着祂的独生
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祂在带领耶稣经历这样的过程。这绝对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可这提醒我们，即使事情已经变得很糟糕，神依然在掌权。
罗马书 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创世记 50:20 从前你们是要加害于我，但上帝有祂的美意，祂借此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正如
今日的光景。
罗马书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如果没有失败的可能性，生命就不完美。生命中会让我们经历失败，但耶稣能让我们经历靠
主得胜的喜乐。
诗篇 34:18 祂安慰悲痛欲绝的人，拯救心灵破碎的人。
诗篇 147:3 祂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包扎他们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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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有机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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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否曾经历过关系破裂、挫败、被误解、被人背叛等事件？请分享主如
何在你心灵破碎的时候，帮助你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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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以赛亚书 43: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
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请分享你在旷野和沙漠中迷失时，神如何带领你、帮助你？
Q3. 虽然你心灵破碎，但你能倚靠十字架的大能得胜。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的分享你如
何依靠十字架在生活中得胜，然后彼此祷告祝福。
背诵经文：
申命记 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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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5 - 4 月 28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触爱中心(地下室)

LC1 - 6 月 2 日; LC2 - 6 月 16 日;
LC4 - 7 月 21 日; LC5 - 8 月 4 日

星期日; 上午 11.30 - 下午 1 点; 佳伟剧院

LC3 (姐妹经历神营会) - 6 月 29, 30 日

星期六/日; 早上 8.30-傍晚 6 点; YWCA Fort Canning Lodge

LC3 (弟兄经历神营会) - 7 月 6,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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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希望与你有约
5 月 17 至 19 日，我们将聚集在国家体育场，一同参加《希望与你有约》大型佈道会！我们
的教会将主持 5 月 19 日晚上最后一场的英语佈道会。门票免费。请下载《希望与你有约》的
手机应用程序预定座位。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s://celebrationofhope.sg/《希望与
你有约》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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