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1 周（2022 年 5 月 22 日–2022 年 5 月 28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真假回忆录
目的：建立关系要努力
内容：每一个人轮流讲三件往事，其中一件往事是假的，当一人讲完，大家马上猜他哪件往
事是假的！猜中者一分，最后分数最高者赢！
重点：以有趣的方式来彼此认识，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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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眯眯

火火火

永远赞美主

Chhio Bi Bi

Hoe Hoe Hoe

Eng Oan O Lo Chu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火火火圣灵的火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Hoe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充满这圣所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Chhiong moa che seng so'

给我生命有意义

信徒们在此等候

Ho' goa se* mia u i i

Sin to' mng chai chu tan hau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充满我们的心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火火圣灵的火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主耶稣我赞美祢

充满这世界

Chu Ia-so' goa o lo Li

Chhiong moa che se kai

哈利路亚!

火火圣灵的火

Ha-li-lu-ia!

Hoe hoe seng leng e hoe

赞美主, 咱们来赞美主
O lo Chu, lan lang lai o lo Chu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充满我们的心
Chhiong moa lan lang e sim

爱祢, 耶稣我爱祢
Ai Li, Ia-so' goa ai Li

哦主, 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O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主耶稣, 主耶稣我爱祢
Chu Ia-so', Chu Ia-so' goa ai Li

我举起双手赞美敬拜祢
Goa gia khi siang chhiu o lo keng pai
Li

一切荣耀归给祢
It chhe eng iau kui ho' Li

哈利路亚!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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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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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军装 - 信心的盾牌

讲员: 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5 月 14 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3-17
13 因此，你们要用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装备自己，好在邪恶的时代抵挡仇敌，到争战结束后

依旧昂首立。 14 务要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15 把和平的福音
当作鞋子穿在脚上准备行动。 16 此外，还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17 要
戴上救恩的头盔，紧握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日，我们便诞生于战场上。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要加入，因为敌人已
向我们宣战了。这敌人就是撒旦。
约翰福音 John 10:10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
得的更丰盛。
撒旦是要摧毁我们的生命，但耶稣是要我们认识和接受祂成为救主，成为神的儿子/女儿，有
神的平安，喜乐…，赐我们丰盛的生命。
在荒漠甘泉里提到撒旦有三个策略：
1. 忧愁 – 撒旦让我们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担忧，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
2. 怀疑 – 撒旦让我们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时，就开始怀疑，甚至怀疑神不爱我们。
3. 惧怕 – 撒旦让我们心里惧怕，整天提心吊胆，甚至感到恐慌。
彼得前书 1 Peter 5:8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
可吞吃的人。
使徒彼得提醒我们要小心，要谨慎，不可掉以轻心。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保罗在以弗所书 6
章提醒我们必须做一个刚强的人，并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属灵争战中，我们需要拿
起信心的盾牌，来抵挡撒旦的攻击，抵挡牠在我们思想中和生命里所发出连绵不断的火箭。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6 此外，还要拿起信心的盾牌，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个盾牌是我们的信心！
希伯来书 Hebrews 11:1 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
信心就是对神有把握，无论发生任何事，我们都相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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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13:58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没有在那里多行神迹。
如果我们对神存有不信，我们就会局限了神的工作。
希伯来书 Hebrews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如果我们缺乏信心，就无法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祂要给我们的丰盛生命。来到神面前的人，
要相信祂是存在的，相信祂的大能，并且相信那赏赐寻求祂的人。不可以半信半疑，左右摇
摆，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信靠祂。
约翰一书 1John 5:4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相信使我们胜了世界，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盾牌！它可以熄灭，一切恶者的火箭。
什么是拿起信心的盾牌？
1．走在神的大能里 Walk in the power of God
相信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才能、努力，信心就是依靠神的大能。
马太福音 Matthew 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的字典里，没有所谓神不能的！神能！只要我们选择信靠神，就可以走在祂的大能里，
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
以弗所书 Ephesians 1:18-21
18 我也求上帝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给你们带来了何等的盼望，祂应许
赐给众圣徒的产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19 并且祂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
浩大。20 上帝曾用这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21 远远超越今
生永世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做主宰的和一切的权势。
保罗在这里求神照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有盼望。如果我们相信神，
信靠耶稣，神把祂的大能放在我们的身上，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马太福音 Matthew 17:20 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像芥菜
种那样大的信心，就算叫这座山从这里移到那里，它也会移开，你们将没有办不到的事。
这是一个移山的信心。关键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而是我们把信心放在谁的身上，信靠的是
谁？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侯，就能够经历移山的信心。圣经说：你们将没有办不到的事！
信心是一条通道，使本來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成了人也能做的事。- 叶光明牧师
雅各书 James 2:26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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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行为是一起的，信心不只是心里面相信，更需要行出来，信心就是行在神的能力里。
2．活在神的同在中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有一个是比神的能力更大，更厉害的，就是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能力。
以弗所书 Ephesians 3:12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
我们是因为信而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不要被撒旦欺骗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人，而没有平
安，没有喜乐，感觉到忧虑，甚至觉得绝望。因为神在乎我们、关心我们，就连我们头上有
多少根头发，祂也知道。
马太福音 Matthew 10:30-31
30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31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可能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只是一根草，是不起眼的，可是我们却是神眼中的瞳仁。在神的心
中是何等珍贵的，是无价的，是值得祂用生命去守护，去拯救的。
以弗所书 Ehpesians 3:14-19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16 求他按着他丰盛
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17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
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18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9 并知道这爱
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不要听撒旦的谎言，不要被牠欺骗。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神的救恩，就可以进入神的同
在。知道神的爱是真实、伟大的，祂的爱的多么的长阔高深，就可以沉浸在神的爱里面。
以弗所书 Ephesians 3: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
们所求所想的。
这里说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有耶稣运行在我们里面，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
约翰一书 1 John 4:4 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
在世界上的更大。
在我们里面的耶稣，能胜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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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日，我们便处于属灵战场上。我们的敌人是谁呢？请分享你要
如何打赢这场战役？The day we become Christians, we are on a spiritual battlefield.
Who is our enemy? Please share how you are going to win this battle?
Q2. 请分享撒旦是如何用诡计来摧毁我们的生命？但耶稣来是要赐我们生命，而且是更丰盛
的生命。Please share how Satan uses his tricks to destroy our lives? But Jesus came
to give us life, and more abundant life.
Q3. 请分享你如何靠着信心的盾牌，战胜撒旦攻击的经历。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of how you defeated Satan's attack with the shield of faith.
D. 服事 Work（15 分钟）：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叫神感动他们出席主日聚会和小组。
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 聚会的最新消息
•

从 6 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始，我们将于每个星期六下午 2.30 在触爱中心进行福建的
实体聚会。

•

福建聚会无须订票。

•

此聚会将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同步直播。

•

你可以浏览我们的教会网站查看更多有关聚会的资讯。

• 守圣餐
•

下个月，我们将于 6 月 4 和 5 日在所有的聚会守圣餐。

•

如果你参加线上的聚会，请在聚会开始之前，事先准备好圣餐的材料。

•

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 坚信浸信教会 5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在 5 月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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