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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 第 19 周（2022 年 5 月 8 日–2022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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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分享生命中的一种营垒。比如可能是别人的一句话使你感到受伤，无法原谅对方；或者

是一种失败的体验，让你自卑，自信心受到打击，一直无法突破，等等。分享完后， 两个人

一组为对方祷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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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hio Bi Bi 

 

笑眯眯, 耶稣给我笑眯眯 
Chhio bi bi, Ia-so' ho' goa chhio bi bi 

赐我平安, 喜乐及信心 
Su goa peng an, hi lok kap sin sim 

给我生命有意义 
Ho' goa se* mia u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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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出歌声赞美敬拜祢 
Chhiu* chhut koa sia* o lo keng pai Li 

主耶稣我赞美祢 
Chu Ia-so' goa o lo Li 

哈利路亚! 
Ha-li-lu-ia! 

 

*耶稣, 耶稣我爱祢 
Ia-so', Ia-so' goa 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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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我的好朋友 
Goa e ho peng iu 

紧来信耶稣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赐我自由 
Su Goa Chu Iu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来到我的里面 
Lai kau goa e lai bin 

来到我的生活 
Lai kau goa e seng oah 

拿掉生活中的烦恼 
Giah tiau seng oah tiong e hoan lo 

除去我心中的不安 
Tu khi goa sim tiong e bo an 

 

*祢的灵啊…伫哪里 
Li e leng ah… ti toh ui 

哪里就有自由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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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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义的护心镜           讲员: 郑丽群牧师 Ps Patsy Gan 

讲道日期：2022 年 4 月 30 日 

 

以弗所书 Ephesians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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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帝要藉着全副的军装从头到脚来保护我们，使我们能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因为我们不是

与属血气的争战，而是与属灵界的争战。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在属灵战争中，我们

什么时候能好好地装备自己，便什么时候能经历得胜。 

 

公义是“正直，公正，按照神的方式行事为人”。军装中护胸镜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心脏。

因为心脏是人的身体里最重要的器官，所以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它。 

 

箴言 Proverbs 4:23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果效”，所以撒旦常常想办法攻击我们的心。 

 

箴言 Proverbs 23:7 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我们的心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委身于公义，这表示我们要与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

若我们没有与上帝联系，没有活在公义里，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会被撒旦魔鬼攻击。 

 

保罗教导我们要胜过撒旦的方法，就是要高举神的义，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活在公义里。

如果要活在公义里，我们就要： 

 

1. 追求上帝 - 拥有蒙神喜悦的心 Pursue God - Having a heart that pleases God 
 

当我们紧紧地跟随上帝，遵守祂的命令，做祂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不会偏离祂的真理，并

常常活在公义里。这就是一个拥有一颗蒙神喜悦的心的人。 

 

约书亚记 Joshua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追求上帝的人每日都渴慕能读到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圣经）。我们读了圣经，必须默想所

读的话语；明白了上帝的真理后，我们就要去行。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听道就要行道。

若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祈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如此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能够经历到上帝

的真实。我们的道路才会顺利，凡事才会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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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James 4:8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我们追求上帝，要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每一天都要有时间与祂沟通，就是向祂祷告。祷告

很简单，就是跟上帝聊天。祷告了，我们就注意聆听上帝的声音，领受上帝的回应。 

 

我们也要敬拜赞美上帝，因神配得所有的敬拜和赞美。当我们唱诗歌赞美上帝的时候，祂的

同在会降临。诗歌也会对我们说话，上帝很喜悦我们的赞美。 

 

2. 追求圣洁 - 成就蒙神喜悦的事 Pursue Holiness - Doing things that please God 
 

希伯来书 Hebrews 12:14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圣洁是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的。“圣洁”意思是“神圣而纯洁”。“圣洁”不是不犯大罪，

只犯小罪，也不是比别人少犯罪，因为罪就是罪。 
 

罪是不愿遵行或违背上帝的律法；罪是做不应该做的事，而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我们的行为

要正直、做事要公义、口要说成实话。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要以耶稣

的心为心，以祂的眼来看这个世界。 
 

马太福音 Matthew 5:38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39 只是我告诉你

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方面上操练圣洁：如在日常的生活中，在竞争的工作环境中，

在与邻居关系中。 
 

歌罗西书 Colossians 3:23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我们追求圣洁，就要拒绝一切罪恶，不要与罪共存，不要活在罪里。我们要做蒙神喜悦的事，

上帝喜悦我们心甘情愿的做事。当我们在工作时，遇到不开心，不公平的事，我们不要埋怨。

我们所做是为上帝做的，不是为人做的。 

 

当我们面对一切撒旦的攻击，我们要穿上公义的护心镜。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

意念，不招恶者的攻击。我们必须活在公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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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有读经，祷告，赞美上帝吗？请分享你要如何安排出时间，使你无论多忙都会

亲近上帝。Do you read bible, pray, and praise God every day? Please share how do 

you plan your time so that you can draw near to God no matter how busy you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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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请分享你要如何追求圣洁，做蒙神喜悦的事，不让罪进入你的生命中？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pursue holiness, do what pleases God, and keep sin out of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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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有一系列关于聚会的调整，将从 6 月的第一个周末开始实行。 

• 我们将恢复星期六晚上在新达城进行的英语和G代儿童的实体聚会。 

• 福建与青少年的实体聚会将于每个星期六下午 2.30 与傍晚 5.00 分别进行。这两

个聚会也将在我们的 Youtube频道上同步直播。 

•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为你提供更多的详情。 

• 你也可以浏览我们的教会网站得知更多有关聚会的最新消息。 

 

• 福建聚会的巴士服务  

• 我们将从 5 月 21 日开始恢复福建实体聚会的巴士服务。 

• 巴士服务是方便我们教会年长的会友与他们的朋友来到教会。 

• 请记得提早到达候车处，巴士会准时出发。 

• 欲知更多详情，请上网 fcbc.org.sg/zh/hokkienbus 查看不同的巴士路线与候车

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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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