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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 第 16 周（2020 年 4 月 12 日–2020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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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感恩的事情 

内容： 

1. 带领者先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 

2. 接着，让每个人轮流分享至少一件感恩的事情。 

3. 最后，让分享最多感恩事项者来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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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我 拜一, 拜二, 拜三, 拜四 
Goa pai it, pai ji, pai sa*, pai si 

拜五, 拜六, 归个礼拜 
Pai go', pai lak, kui e le pai 

真正好, 来信耶稣真正好 
Chin chia* ho, lai sin Ia-so' chin 

chia* ho 
 

主耶稣真好 
Chu Ia-So' Chin Ho 

 

主耶稣真好, 我要来赞美 
Chu Ia-so' chin ho, goa beh lai o l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拿掉我的烦恼 
Giah tiau goa e hoan lo 

使我每天笑 
Ho' goa tak jit chhio 

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Goa e Ia-so' tui goa chin ho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等候在祢的面前 

Tan hau chai Li e bin cheng 
主我敬拜祢 

Chu goa keng pai L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天军向祢跪拜 
Thian kun hiong Li kui pai 

众天使围绕祢座前 
Cheng thi* sai ui rau Li cho cheng 

主我双手举起 
Chu goa siang chhiu gia khi 

跪下祢宝座前敬拜祢 
Kui loh Li po cho cheng keng pai Li	

 

避难所 
Pi Lan So'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是我们的力量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是我们在患难中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随时的帮助 

Sui si e pang cho'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歌颂祂 
Goa beh ko siong I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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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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起祷告 Come Pray With Me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4 月 5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26:36-44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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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祂稍往前走，俯伏在地上

祷告：“我父啊！如果可以，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40 

耶稣回到三个门徒那里，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难道你们不能跟我一同警醒一时吗？

41 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诱惑。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很软弱。”42 祂第二次去

祷告说：“我父啊！如果我非喝此杯不可，愿你的旨意成就。”43 祂回来时见他们又睡着了，

因为他们困得眼皮发沉。44 耶稣再次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说的是同样的话。 

 

耶稣对三个门徒说，“来，我们一起祷告吧”。这个时候耶稣非常挣扎，因为祂正经历一个危

机，祂不仅仅是要三个门徒陪同祂，而是要与他们一起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的危机是有属

灵的成分的，我们必须透过一些属灵的纪律包括祷告来巩固自己的灵命。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2 (CCB) 因为我们争战的对象不是这世上的血肉之躯，而是在这黑暗

世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和天上属灵的邪恶势力。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之后被抓、鞭打、虐待，最终死在十字架上。祂知道祂将要经历这些痛

苦，所以甚是忧伤。 

 

路加福音 Luke 23:34 (CUVMPS)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当时耶稣提及的“他们”是那些毒打祂、折磨祂、处死祂的人。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所说

的最后一句话却是“赦免他们”。耶稣当时这么说是因为祂理解我们的挣扎是什么。耶稣真正

的仇敌不是毒打祂的人，而是愤怒、要报仇的邪灵。我们若要克服这些邪灵，只能透过上帝的

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 

 

提摩太后书 2 Timothy 1:7 (CUVMPS)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胆怯的心”真正的意思是“胆怯的灵”。我们有些时候的确会有一些邪恶的灵，比如焦虑的

灵、惧怕的灵降到心里面。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些邪灵，会使我们的生命无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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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说某人被某人伤害，一定要报仇。可是即使报了仇，内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内在

的伤害依然存在。所以我们真正要争战的不是血肉之躯，而是内在的灵。最好的做法是使我们

的灵与上帝的灵合一，这要透过祷告才能做到。 

 

“真正的祷告是与神的交流，好叫祂和我们的心思之间有着共同的意念。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意

念来充满我们的心灵，以致祂所渴慕的事成为我们所渴慕的事，回归向祂。”—— 宾克 

 

客西马尼 各各他 

“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 

马太福音 Matthew 26:38 (CCB)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路加福音 Luke 23:34 (CUVMPS) 

挣扎 平安 

 

祷告使耶稣与神的灵合一，挣扎的灵变成了平安的灵。 

 

“祷告可能不会改变你的情况，但它肯定会改变你去面对情况。”—— 撒母耳·雪梅克 

 

祷告塔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Prayer Tower： 
 

1. 小组祷告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Cell Group Prayer 

马太福音 Matthew 26:37-38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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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并没有叫所有 12 个门徒一起祷告，也不是自己去祷告。小组聚集在一起祷告是很重要的。

大型祷告会每个人只是参加者；而在祷告塔，每个参加者都是那个祷告时段的带领者。每个人

都有一个拥有权，每个人都要能够带领祷告，而不只是跟随带领者祷告。 
 

马太福音 Matthew 18:20 (CUVMPS)  

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当小组组员聚集在一起祷告时，耶稣基督将在与他们同在。 

 

2. 持续祷告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ous Prayer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6-18 (CUVMPS) 

16 要常常喜乐，17 不住地祷告，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 (CUVMPS)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2 (CUVMPS)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4 (CUVMPS) 我们又劝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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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使徒保罗当时是在跟一群人（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群体）说话。

个人没有办法做到 24 小时不间断的祷告，“不住地祷告”这个诫命是当我们整个群体一起来

做的时候，才可以做到。 

 

马太福音 Matthew 26:41 (CCB)  

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诱惑。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很软弱。 

 

以赛亚书 Isaiah 21:6-8 (CCB) 6 耶和华对我说：“你去派人守望，让他报告所看见的情况。

7 他看到战车、一对对的骑兵、驴队和骆驼队的时候，要提高警惕，密切察看。” 8 守望的人

大喊：“我主啊，我在瞭望塔上日夜观看。 

 

以赛亚书 Isaiah 62:6-7 (CCB)  

6 耶路撒冷啊，我已在你城墙上设立守望者。他们昼夜不停地祷告。呼求耶和华的人啊，你们

不可歇息，7 要常常敦促祂，直到祂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普世歌颂的城。 

 

“守望”和“警醒祷告”是同样的意思。持续祷告对新加坡很重要，新加坡有“全面防卫”，

而祷告就是属灵的防卫。我们的祷告塔是新加坡属灵的防卫，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 

 

“如果我们要经历圣灵的浇灌，就必须持续祷告。基督说，有些东西我们不会得着，除非我们

禁食祷告，是的，‘禁食祷告’。我们必须控制肉体的情欲，戒除任何阻碍我们与神连结的事

物。”—— 安德烈·波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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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过祷告塔吗？若是没有，是什么拦阻你去祷告塔呢？若有，你在祷告塔有什么经历？

Have you been to the Prayer Tower? If not, what have prevented you from going to the 

Prayer Tower? If yes, what have you experienced in the Prayer Tower? 

 

Q2. 你平时有警醒祷告吗？请分享你在祷告方面有哪些得着，又有哪些是你必须加强的？ 

Do you usually keep watch and pray? Please share what have you gained in prayer and 

what must you strengthen？ 

 

Q3. 你最近有面临属灵上的争战吗？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然后彼此祝福祷告。 

Have you faced spiritual warfare recently? Share in groups of 2s or 3s,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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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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