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18 周（2022 年 5 月 1 日–2022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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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中有奖：1. 组长先写下从 0 至 100 之间的一个数字，如“25”。然后按次序由左到右让
组员猜这个数字，猜中的人有奖。
2. 例如：当 左边第 1 个人猜“78”时，组长说：“不对，是 78 到 0 之间”。当左边第 2 个
人猜“10”，组长说：“不对，是 10 到 78 之间”，如此渐渐缩小范围，最后一定会有一个
人猜到。
3. 猜中的人有奖，组长要让其他所有的组员，每个人都送给这位猜中的组员一句圣经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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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帝

亲近主

等候神

Goa E Siong-Te

Chhin Kun Chu

Tan Hau Sin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亲近主, 亲近主

我的心啊! 你当安静无声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Goa e sim ah! Li tioh an cheng bo sia*

我要尊崇祢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要专心等候神

Goa beh chun chong L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Beh choan sim tan hau Sin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亲近主, 亲近主

我的救恩是从上帝来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in kun Chu, chhin kun Chu

Goa e kiu un si tui Siong-te lai

我要尊崇祢

亲近主祂必定亲近你

祂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

Goa beh chun chong Li

Chhin kun Chu I pit teng chhin kun li

I si goa e poa* chioh goa e tek seng

*我要永永远远

*求主的爱充满我心灵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Kiu Chu e ai chhiong moa goa sim leng

称颂祢的名

坚定我软弱信心

Chheng siong Li e mia

Kian teng goa loan jiok sin sim

我要永永远远

求主的恩引导我生命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Kiu Chu e un in chhoa goa se* mia

称颂祢的名

让我永远来亲近祢

Chheng siong Li e mia

Ho' goa eng oan lai chhin ku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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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副军装 - 真理的腰带

讲员: 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4 月 23 日
我们福建聚会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系列，题目是全副军装。这个全副军装的讲道系列会以 6
个星期来分享。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0-12
10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
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
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保罗告诉我们这争战不是跟属肉体的争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这是一个灵界的
争战。既然是属灵的争战，保罗告诉我们参与这个争战，我们必须做一个刚强的人，并要穿
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3-17：
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
立得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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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副军装是神赐给我们的器皿，让我们获得属灵争战的胜利，击溃撒旦的攻击和诱惑。今
天是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一个信息，主题是真理的腰带。
如何以真理束腰站立得稳：
1. 明白上帝的真理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God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
真理是超越时间的。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制度的改变、人类思想思潮的更新而改变。
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有圣经为依据。
约翰福音 John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祂是真理，祂就是真理。衪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衪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衪所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永不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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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3：21 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基督徒若没有以真理过生活，就不容易站立得稳。因为我们处在属灵争战中，魔鬼要来偷窃、
杀害和毁坏，使我们不能得着丰盛的生命。
约翰福音 John 8：43-44
43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
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牠最擅长的伎俩就是制造谎言，颠倒是非，使我们混乱、模糊不清，
渐渐远离神。耶稣是真理，在祂里面没有模糊不清的事情。若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就不会
轻易被魔鬼迷惑。我们要切慕真理就能明白上帝的话语与祂的真理。人若能明白真理，就能
分辨好歹，不会上魔鬼的当；人若能明白真理，就知道是非、对错，这样一切异端邪说都不
会得逞，人就不会受迷惑。
2. 抵挡撒旦的谎言 Resist the lies of Satan
雅各书 James 4：7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撒旦不停地监视着我们。雅各教导我们，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魔鬼撒旦。撒旦再厉害，牠也伏
在神的统管之下。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要以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不受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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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人）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盗贼来是杀害，他来偷窃神的荣耀。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被他偷窃、杀害、毁坏了。但
是主耶稣来是完全不同的工作。主耶稣带给人生命、给我们平安、喜乐和满足。所以我们必
须知道魔鬼的诡计，我们要抵挡撒旦的谎言不受诱惑。
约翰一书 1 John 2：15-17
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16 因为凡世界上的
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当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宝贵时，就会懂得去珍惜。唯有实行真理、得着真理，才能使我们摆脱
撒旦的捆绑和控制，脱离败坏的性情，得洁净、蒙拯救、得到真正的自由，活出有价值、有
意义的人生。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管理我们的身子、抵挡撒旦的谎言，活出圣洁的生命。
约翰一书 1 John 1：6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保罗叫我们站稳了，要将真理的带子牢牢地把自己束住了。若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仍旧过
着旧人放纵的生活，其它的军装想要穿上也很难。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能明白祂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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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能活出能力来，真理就能保护我们不受错误的想法影响，也能帮助我们做正确的
决定。当我们面对撒旦的引诱或问题时，真理会使我们下决心做对的事，使我们能在属灵的
战争中，靠着真理的腰带站立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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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 么 是 真 理 ？ 我 们 是 否 有 下 决 心 天 天 按 着 真 理 而 行 ？ What is truth? Are we
determined to walk in the truth every day?
Q2. 要如何抵挡撒旦用色情、金钱、权势、嫉妒、苦毒和仇恨来攻击我们？How can we
resist Satan attacking us with pornography, money, power, jealousy, bitterness and
hatred?
Q3. 请分享你靠着神的真理，胜过撒旦引诱的经历。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of
relying on the truth of God to overcome the temptation of S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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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聚会的事宜，以及教会在 5 月份的
活动。

• 教会周祷会
•

来临星期三（5 月 4 日）的教会周祷会将以双语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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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年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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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教会的常年会员大会将于 5 月 18 日，晚上 7.30 在触爱中心举行。

•

若要索取常年报告或出席常年会员大会，请在 5 月 8 日之前上网
fcbc.org.sg/agm2022 登记。

•

请留意：我们只允许已上网登记的会员出席会员大会。

•

常年会员大会与常年报告只限坚信浸信教会的正式会员出席与索取。

•

如果你对常年会员大会的议程有任何疑问，请在 5 月 10 日之前上网
fcbc.org.sg/agmquestions 提出你的问题。

•

我们将在会员大会上对相关和实质性的问题做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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