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28 周（7 月 11 日–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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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冰名称：疫情当中很令人沮丧，请分享自己值得感恩的一件事。
时间：10 分钟
内容：疫情已持续一年半了，造成我们很多不顺不便与恐慌。很多人有太多的不满与投诉，
要吐苦水之处实在是太多了，要感恩之处可能很难找到。即或如此，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却还
是有感恩的地方。请一一分享后彼此祝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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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抬起头的神

祢爱永不变

宝贵十架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致动摇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惧谁呢
耶和华是我牧者 必不致缺乏
有耶和华作我旌旗
必全然得胜

祢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
将我的生命赎回
祢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
显明祢极大恩惠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 为我而舍
带我出黑暗 进入光明国度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宝血 为我而流
宝贵十架上 医治恩典涌流
使我完全得自由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我们必欢呼
祢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我深深体会祢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
愿刚強壮胆永远不后退
(副歌 1)
哦祢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历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祢爱隔绝
(副歌 2)
哦祢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
愿刚強壮胆永远不后退
祢流出宝血将我命赎回
献上自己永追随
或伤心或气馁或生离或死别
愿刚強壮胆永远不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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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
主耶稣我俯伏敬拜祢
宝贵十架的救恩是祢所立的约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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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的问题

讲员: 邝保亮主任牧师

讲道日期：2021 年 7 月 4 日
马太福音 15:18-19
18

19

可是，从口中出来的乃是发自内心，会使人污秽。 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谋杀、通奸、

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

这段经文，耶稣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实，让我们知道心的问题。
使徒行传 13:22 ……并为他作证说，
‘我找到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必
遵行我一切的旨意。

经文提到大卫王跟随神的心意，而不是合着自己的心意或是别人的心意。人生的关键不是跟
随我们的心，而是追求神的心意行事。我们必须要保守我们的心才不会走上歪路。如果我们
跟随着上帝的心意行事，一切就会稳妥，所以我们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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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的两大真理：
一、人心很诡诈
很多人说我们的心是纯洁的，所以跟随我们的心。但我们不该跟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
是充满着诡诈的。
耶利米书 17:9 人心比什么都诡诈，无可救药，谁能识透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心是诡诈的、无药可救的，有谁能视透呢？经文给我们的警示，让我们
知道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
马太福音 15:7-9
7

你们这些伪君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一点不错，“
‘这些人嘴上尊崇我，心却远离我，

8

9

他们的教导无非是人的规条，他们敬拜我也是枉然。
’
”

法利赛人的心原本应该是亲近上帝的，但耶稣在这里却说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因为他们
妥协于他们内心的诡诈。
二、人心不专一

法利赛人是被分别出来献给上帝的，但可惜的是他们不是为上帝而活，而是为自己而活。
马太福音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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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伪君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一点不错，“
‘这些人嘴上尊崇我，心却远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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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教导无非是人的规条，他们敬拜我也是枉然。

法利赛人因为太过依靠自己的心来做决定，太专注人的条规，所以很容易出错，甚至远离神。
诗篇 8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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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啊，求你教我行你的道，我要行在你的真理中，求你使我一心敬畏你。 主——我的

上帝啊，我要全心全意地赞美你，我要永远将荣耀归给你的名。

大卫的祷告就是我们最好学习的榜样，就是将自己全心全心全意奉献给上帝。
马太福音 22:37-3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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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全人的敬拜上帝。我们若没有完全的信靠上帝，我们的心就不会
专一；我们若维护自己的利益，心就不会专一了。
马太福音 6:24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位主人，因为他不是恨这位、爱那位，就是重这位、轻那
位。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崇拜金钱。

金钱能使我们的心不专一。

“我们要尊崇的是基督，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不是靠情感，乃是靠顺服来认识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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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
我们的心要专一，不能靠着感觉而活。我们要像大卫王，我们要一心一意的跟随上帝，全心
都归给耶稣，才能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尽管人心是诡诈、不专一的，上帝总是热切地、随时准备向我们展示他的恩典和爱。所以，
即使是：一、人心很诡诈，神却信实不变；二、人心不专一，神却一心爱你。
耶利米哀歌 3:22-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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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不终止，祂的怜悯永无穷尽。 祂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祂

的信实无比伟大！

“尽管我们的感觉会随时改变，但神对我们的爱绝不改变。”——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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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将决定我们的余生。若我们只靠感觉，就会过着只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当我们追
随上帝的心意时，就会过着祂呼召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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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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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当你做人生的决定时，最后的关键是凭着心的感觉而决定吗？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请分享。
Q2. 如果大卫王在拔示巴的事情上没有分心，他会不会成为更伟大的君王？你从这个事件上
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请分享。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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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从这段
经文学习成为一个有好见证的基督徒？轮流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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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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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星期日)
时间：3.00pm–5.15pm
报名链接：www.fcbc.org.sg/LC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19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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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浸信教会装备阶段（一）

为了装备新信徒具备基督信仰的基础，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 坚信浸信教会装备
（第一阶段）”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2021 年 7 月 25 日-8 月 29 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 3.00 - 5.00
报名链接：https://chms.fcbc.org.sg/equipping/registration
报名截止日期：2021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
报读条件：完成生命栽培课程。
3. 40 天 2021

今年的 40 天祷告与禁食季节已经从 7 月 1 日开始了，直到 8 月 9 日。主题是“从头开始”，
取自尼希米记。由于受到冠病疫情的限制，祷告手册只在网上刊载。40 天 2021 的官方网站
(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1/) 将每天上载当天的祷告指引。

4

4. 坚信浸信教会和佳伟公司招聘员工

坚信浸信教会和佳伟公司目前有全职的职位空缺。其中包括：
o 会计师
o 财务执行员
o 资讯科技执行员
o 高级设施管理执行员
o 中央支援人员
如果你有意加入我们的团队，请上网 fcbc.org.sg/zh/careers 查看详情和申请有关职位。
5. 恢复实体聚会

接下来的两个周末：
o 陈国贤与许丽云牧师的团队被安排出席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o 颜中民与郑丽群牧师的团队被安排出席星期日上午 11.30 的华语聚会
票务网站将于每个星期三晚上 9.00 开放，供你预订门票。你的团队牧师会将使用票务网站
(fcbc.org.sg/ticketing) 的密码发给你。每周五中午 12 点将发放剩余的门票，供所有的教
会会友预订，发完即止。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fcbc.org.sg/zh/serviceresumption。
6. 领袖会议

我们将于 7 月 21 日星期三，与所有的领袖线上会面。领袖会议于晚上 8.00 至 9.30 进行。会
议将在 YouTube 进行，届时，领袖们将会收到由各自的团队牧师所发出的链接。会议备有华
语翻译。请浏览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查看有关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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