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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5 周（2022 年 4 月 10 日–2022 年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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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胜恐惧 

轮流分享自己生命中「为了做一件公义的事而被攻击、排挤、伤害或非议」的经验，如果没

有类似经验，便分享「如果不是因为恐惧别人的眼光，我可能在哪一件事情的做法或回应会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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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Chu Si 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更改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离开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清心的人可看见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顺服的人可听见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我的上帝 
Goa E Siong-Te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等候神 
Tan Hau Sin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救恩是从上帝来 
Goa e kiu un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 
I si goa e poa* chioh goa e tek seng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要专心等候神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盼望是从上帝来 
Goa e ng bang si tui Siong-te lai 

祂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 
I si goa e pang cho' goa e eng iau 

 

*主作我的高台 
Chu cho goa e koai* tai 

我必不会摇动 
Goa pit boe oe io tang 

主是我的力量与避难所 
Chu si goa e lat liong kap pi lan so' 

我要时常倚靠祂 
Goa beh si siong oa kho I 

我要安静等候祂 
Goa beh an cheng tan hau I 

我的荣耀能力拢在上帝里 
Goa e eng iau leng lat long ti Siong-t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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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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祷告 : 属灵的考验    讲员: 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马太福音 Matthew 4:1-11  

1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2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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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魔鬼就带他进

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6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7 耶稣对他说：“经上

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8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

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9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10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11 于是魔鬼离了

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耶稣基督在还没有开始祂真正的事奉之前，祂被圣灵引到旷野，用了 40 天禁食祷告，然后

受撒旦的试探。耶稣基督藉着 40 天的禁食祷告与天父上帝亲近，结果战胜撒旦魔鬼的试探，

开始祂的事奉！这 40 天禁食祷告的时间是一个属灵的考验。考验耶稣的信念，决心，更重

要的是耶稣愿意付上代价，成为我们的榜样，藉着禁食祷告，教导我们如何胜过撒旦的试探。 

 

禁食有助于表达、加深、坚定我们愿意牺牲任何事物的决心，甚至是我们自己，好叫我们能

寻见神国度的事物。— 慕安德烈 

 

禁食祷告能使我们： 

 

1. 凭信心而活 Live by Faith 

凭信心而活：在生活中倚靠神胜过我们倚靠其他人事物。我们要单单地仰望、依靠神。很多

时候我们有需要，有困难，有病痛的时候，很自然的想要自己去找办法解决，或找别人帮忙。

我们通常不会马上到主的面前祈求，求主帮助。耶稣在旷野的 40 昼夜里，祂藉着禁食祷告，

选择依靠神支撑祂、供应祂、滋养祂，而不是依靠食物。 

 

希伯来书 Hebrews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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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是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存着一种充满肯定的盼望，这盼望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知道事情一定会成就的。信心：坚信、依靠、紧紧抓住。当耶稣被圣灵带领进入旷野，祂相

信神会供应祂一切所需要，纵然祂看不到在旷野有所需的食物，祂仍然坚信神会赐给祂力量。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信心是对神的依靠，纵然还没有发生，还没有看见，但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在神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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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就能讨神的喜悦。在我们的属灵成长过程中，对神有完全的信心是不可缺的。信心的

“存在”或“缺乏”可以直接影响我们是否得着医治，看见神迹。 

 

谁都可以在顺境里信靠神，但能在逆境里继续信靠祂的，那个才叫信心。——— 司布真 

 

2. 活在公义里 Live in Righteousness  

活在公义里：按照神的方式和圣经的教导生活。当耶稣受试探时，祂没有妥协，反而选择活

在公义里。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试探，被诱惑去过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时，我们能藉着禁食

祷告，调整我们的心意，与神对齐，选择回转归向神，坚定地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 

 

雅各书 James 5:15-16 

15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6 所以你们要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义人不一定是圣人，而是一个虽然在生命当中面对许多的挑战，还没有得胜，但他不失望，

不埋怨神，不犯罪，选择信靠耶稣，继续活在公义里，过圣洁的生活的人。 

 

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使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试探。 

成圣的道路没有捷径，不读圣经或不愿固定读经的人，不可能成为圣洁。—— 毕哲思 

 

以弗所书 Ephesians 4:27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给魔鬼留地步：让魔鬼有工作的机会。当一个人听信魔鬼的谎言去犯罪，魔鬼就得到了权柄

去攻击那个人，让他身心灵受到捆绑，没有自由。罪没有分大或小，多或少，严重或不严重。

罪阻挡我们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罪使我们无法得着蒙福的生命。罪会影响我们，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子孙后代，罪的后果非常严重，不要以为是小事。若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必须

活在公义里，不能与罪共存！ 

 

我们要藉着禁食祷告的时段，让神的灵审查我们的心，决心遵行神的旨意，活出公义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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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在胜利里 Live in Victory  

我们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里，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这些不如意

的事情，导致我们心灰意冷，很想放弃。但是我们在主里，可以得胜，我们可以活在胜利里！ 

 

撒旦魔鬼不停地引诱和试探耶稣，希望耶稣会归向牠。但是耶稣并没有妥协，因为祂知道谁

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拥有无上的权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

当我们禁食祷告，我们不是向撒旦呼求，而是向神祈求。 

 

马太福音 Matthew 4:10-11  

10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11 于是魔

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耶稣经过 40 天的禁食祷告，祂的肉体是疲惫不堪的，在撒旦退去后，就有天使来伺候祂。

我们也可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挑战和风浪折磨，以致伤痕累累。但当我们藉着禁食祷告回转

向神时，我们的属灵生命被造就、被更新，使我们如鹰展翅，重新得力。禁食祷告不一定会

改变我们的处境，但肯定会改变我们。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4:8-9, 16 

8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9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胜利不是靠肉体的争战获取的，而是靠着属灵的争战取得的。禁食是舍弃我们外在的躯体，

强化我们内在的灵。 

 

约翰福音 John 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

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主耶稣里，我们是得胜的！藉着禁食祷告让我们亲近神，领受祂得胜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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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当你面对试探时，你是否仍然信靠神？你如何能胜过所面对的试探？Please 

share whether you still trust God when you face temptation? How can you overcome 

the temptation you face? 

 

Q2. 我们藉着禁食祷告，得以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请分享你禁食祷告的计划。Fasting and 

praying can test our faith in God. Please share your fasting and pray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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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和圣经的教导生活。你要如何活在公义里，不与罪共存呢？请轮流

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We are to live according to God's way and what the 

Bible teaches. How can you live in righteousness and not in sin? Please take turns to 

share, thereafter the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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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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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3 日-5 月 28 日（星期六） 

• 时间：上午 10.00 – 中午 12.00  

• 报名链接：https://chms.fcbc.org.sg/equipping/registration 

• 报名截止日期：202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 报读条件：完成生命栽培课程（LC1, 2 & 3） 

 

• 复活节聚会 

• 下个周末（4 月 16、17 日）将是特别的聚会，因为我们将恢复我们的浸礼聚会！ 

• 我们将在以下的实体聚会于触爱中心举行浸礼： 

o 星期六晚上 7.30 的英语聚会 

o 星期日上午 11.30 的华语聚会 

• 下个星期日的华语聚会需要预订门票。 

• 这个周末的英语和华语聚会将优先保留给受浸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小组和朋

友出席。 

• 聚会的门票会在星期五，中午 12.00 开始开放给公众预订。 

• 下个星期六没有青少年聚会的现场直播。欢迎青少年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其他聚会。 

• 福建聚会无需预订门票。 

• 欲知更多详情，请查看 fcbc.org.sg/zh/announcements。 

 

• 守圣餐 

https://chms.fcbc.org.sg/equipping/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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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在下个周末（4 月 16、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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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是以一个家庭一起守圣餐，确保材料已分发给每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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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会周祷会 

• 来临星期三（4 月 13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只以英语进行。 

• 你可以从晚上 7.45 开始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com/fcbcsg)收看周祷

会的直播。周祷会将在晚上 8.00 开始进行。 

 

• 坚信浸信教会 14 天祷告与禁食 

• 我们正在进行 14 天的祷告与禁食。 

• 这将持续到 4 月 17 日，复活节。 

• 你可在以下链接下载我们的祷告指引： 

o 英语的祷告指引– fcbc.org.sg/prayerguide 

o 华语的祷告指引– fcbc.org.sg/zh/prayergu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