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23 周（2022 年 6 月 5 日–2022 年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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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赞美主
内容： 1. 组员围圈坐下，轮流数 1 至 100。
2. 当数到有“7”的数字，便以“哈利路亚”取代。例如：17 及 71。
3. 当数到 7 的倍数时，便以“赞美主”来取代。例如：21、49。
4. 当数到有 7 的数字，同时又是 7 的倍数，便站起身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例如：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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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赞美祂

除祢以外

无搁越头看

Chhiu* Koa Thiau Bu O Lo I

Tu Li I Goa

Bo Koh Oat Thau Khoa*

祂是耶稣 祂是耶稣

除祢以外

黑暗的城市看未清欲从叼去

Tu Li i goa

O' am e sia* chhi khoa* boe chheng beh
tui toh khi

I si Ia-so' I si Ia-so'

祂是我的神
I si goa e Sin

我要唱歌 我要跳舞
Goa beh chhiu* koa goa beh thiau bu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祂是我救主 祂是我救主
I si goa Kiu Chu I si goa Kiu Chu

祂是我的磐石
I si goa e poa* chioh

祂是我道路 祂是我生命
I si goa to lo' I si goa se* mia

祂是我的全部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每一日浮浮沉沉

除祢以外

Mui chit jit phu phu tim tim

Tu Li i goa

主祢是头前的灯是我的光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Chu Li si thau cheng e teng si goa e kng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黑暗权势祢拢得胜

除祢以外

O' am koan se Li long tek seng

Tu Li i goa

谁人会拭干我目屎
Sia* lang oe chhit ta goa bak sai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互我得安慰

I si goa e choan po'

Sia* lang oe ho' goa tit an ui

*我要来赞美祂

*虽然我的肉体及我的心肠

Goa beh lai o lo I

我要来敬拜祂
Goa beh lai keng pai I

我要来服事祂
Goa beh lai hok sai I

我要永远跟随祂
Goa beh eng oan kun te I

*不免搁怨叹不免惊路途遥远
M bian koh oan than m bian kia* lo' to' iau
oan

不免搁操烦因为有耶稣作伴
M bian koh chhau hoan in ui u Ia-so' choe
phoa*

无搁越头看啊
Bo koh oat thau khoa* ia

Sui jian goa e jiok the kap goa e sim
tng

渐渐地消退

无搁三心两意
Bo koh sa* sim liang i

全心全意跟随主
Choan sim choan i kun te Chu

Chiam chiam e siau the

向着头前行

总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力量

Ng tioh thau cheng kia*

Chong si Siong-te si goa sim lai e lat
liong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Si goa e hok hun, tit kau eng oan

无论艰苦困难祢是我的气力
Bo lun kan kho' khun lan Li si goa e khui
lat

我欲与主耶稣逗阵行
Goa beh kap Chu Ia-so' tau tin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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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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宝剑

讲员: 钟金明牧师 Ps Cheng Kim Meng

讲道日期：2022 年 5 月 28 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4-17
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
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16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全副军装包括：1. 真理的腰带；2. 公义的护心镜；3. 平安的福音鞋；4. 信心的盾牌；5. 救恩
的头盔；6. 圣灵的宝剑
前五样军装都比较偏重于防守性的。但“圣灵的宝剑”不单单可用于防守，也可用于进攻。
如何拿着圣灵的宝剑作战?
1. 以神的道为基 - 破除(摧毀)谎言 Using God's Word as foundation - Destroy lies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当我们领受神的道，就在心中成为圣灵的宝剑。圣经不只是读，还要默想，记在心里。
诗篇 Psalm 127:2 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心中有神的话，心里有平安，必能安睡。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3:16-17
16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 叫属神的
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里的“默示”，原文的意思是吹气、呼出、灵的感动。《圣经》是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
约翰福音 John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
命。
我们不单是要读圣经，默想神的话语，更加要领受并且忠于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 Isaiah 55:11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
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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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成就祂所发出的话，问题不在于我们读了几遍圣经，而是领受圣经的话语，进入我们的
心中有几遍。
诗篇 Psalm 119:9,11
9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11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我们心中有神的宝剑，就不会受骗还能分辨对错。
希伯来书 Hebrews 4:12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
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圣灵刺入的概念，意思是神的道能够达至“內心”，也就是行动最中心的地方，碰到人心里
面的动机，包括情感都被剖开。
罗马书 Romans 13:4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
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圣灵的宝剑不单单是防守，也是进攻恶者审判的工具。我们对抗恶者，要挥剑摧毁驱除一切
的谎言。
马太福音 Matthew 4:3-4
3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4 耶稣却回
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我们对经文越熟悉，圣灵就越能让我们在生活中应用这有力的宝剑，打一场美好的战。
诗篇 Psalms 17:8 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
我们是神眼中的瞳人，我们是如此的珍贵。
希伯来书 Hebrews 13:5 ……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这就是神的允许，叫我们末后有指望。
2. 以赞美主为常 - 驱走撒旦 Praising the Lord always - Drive out Satan
以弗所书 Ephesians 5:19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从心中赞美主，用神的话来赞美主!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20:6,7,12
6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
大力，无人能抵挡你。7 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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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12 我们的神啊，你不「将」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
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以上所发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宣告，一个赞美，一个信靠神的方式。
历代志下 2 Chronicles 20:22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
的亚扪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
当众人唱歌赞美、宣告神话语的时候，敌军就被打败了。
3. 以传福音为生 - 抢救灵魂 Preaching the Gospel as a lifestyle - Save souls
罗马书 Romans 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
人，后是希腊人。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9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当我们以圣经为根基，常常赞美主，求神给我们口才、放胆去传福音。
以赛亚书 Isaiah 59:21 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
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
说的。
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之后，让神的话语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去到哪里就传到哪里。
使徒行传 Acts 2:37-38
37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38 彼
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彼得在五旬节宣讲神的话语，神的话就刺入众人的心，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而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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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吗？请分享你要如何使用它？Do you know what is the
sword of the Holy Spirit? Please share how are you going to use it?
Q2. 你有每天读圣经、默想神的话语吗？你将如何把神的话语化为祝福，去祝福你周边的人？
Do you read the Bible and meditate on the Word of God every day? How will you
turn God's words into blessings to bless those arou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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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请分享你要如何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与恶者对抗？Please share how will you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to fight against the evil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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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袖会议
•

我们将于 6 月 15 日召开领袖会议。

•

会议将在触爱中心进行，并于晚上 8.00 开始。会议备有华语翻译。

•

这将是 2020 年以来第一次实体的领袖会议，非常期待见到所有的领袖们！

•

如果你无法出席实体的领袖会议，别担心，会议也会在网上同时直播。届时，你
会收到你的团队牧师所发出的链接。

• 坚信浸信教会 6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得知有关教会这个月的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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