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2 年第 39（2022 年 9 月 25 日–2022 年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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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影响者：
带领者请所有组员安静一分钟，想想什么人曾经帮助自己而成为了今天的你（不限一人）。
接着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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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无搁越头看

赐我自由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Bo Koh Oat Thau Khoa*

Su Goa Chu Iu

我们来赞美耶和华

黑暗的城市看未清欲从叼去

赐自由的灵啊, 求祢来

Lan lang lai o lo Ia-ho-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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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chu iu e leng ah, kiu Li lai

我们当敬畏祂的名

来到我的里面

Lan lang tng keng ui I e mia

每一日浮浮沉沉

Lai kau goa e lai bin

超乎万王之上的王

Mui chit jit phu phu tim tim

来到我的生活

Chhiau ho' ban ong chi siong e Ong

主祢是头前的灯是我的光

万民都来赞美祂

Chu Li si thau cheng e teng si goa e
kng

Ban bin long lai o lo I

祂是我的帮助
I si goa e pang cho'

祂是我的力量
I si goa e lat liong

倚靠祂的人必永不失落
Oa kho I e lang pit eng boe sit loh

来赞美耶和华
Lai o lo Ia-ho-hoa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唱哈利路亚赞美祂
Chhiu* Ha-li-lu-ia o lo I

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祂
Hoan u khi sit e long lai o lo I

来尊崇祂圣名
Lai chun chong I seng mia

黑暗权势祢拢得胜
O' am koan se Li long tek 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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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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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免搁操烦因为有耶稣作伴

哪里就有自由

M bian koh chhau hoan in ui u Ia-so'
choe phoa*

Toh ui chiu u chu iu

世界虽有劳苦重担

无搁越头看啊

Se kai sui u lo kho' tang ta*

Bo koh oat thau khoa* ia

求祢灵来赐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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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着头前行
Ng tioh thau cheng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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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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u Li leng lai su goa chu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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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秘诀

讲员: 陈国贤牧师 Ps Eugene Tan

讲道日期：2022 年 9 月 17 日
路加福音 Luke 18:1-8
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2 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
不尊重世人。3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申
冤。’4 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5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她申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6 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7 神的
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申冤吗？8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
地给他们申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藉着耶稣教导祷告的比喻，有2个祷告的秘诀：
1) 常常祷告 – 凡事交托神 Pray constantly - Commit everything to God
路加福音 Luke 18: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
帖撒罗尼迦前书 1 Thessalonians 5:17 不住地祷告，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4:6-7
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 神所赐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知道，耶稣要我们无论面对什么事都不要担心，凡事藉着祷告，将我们所
需要的告诉上帝，交托神。
历世历代以来，在神面前蒙大恩的人，都是常常祷告的人。其中祷告的信心伟人如葛培理
Billy Graham，赵镛基 Cho Yonggi，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等...
神喜欢我们常常祷告，但是魔鬼就不愿意我们这么做。因此牠就要来破坏我们祷告的生活，
叫我们少祷告，甚至是不祷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可不要上了魔鬼的当。身为神的儿女，
无论面对什么，我们可以常常祷告，凡事交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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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灰心 – 坚持信靠神 Do not lose heart - Keep trusting in God
路加福音 Luke 18:1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们不只要常常祷告，将我们所有的需要，完全交托给神。我们也不可灰心，要坚持信靠神！
灰心生失望，失望生不信，不信生失败。这都是祷告的致命伤。
为什么灰心而放弃祷告？使人放弃祷告的因素：
1. 不会：我不会祷告，不知道要说什么？没有祷告的事项！
2. 不够资格：我属灵生命太肤浅，神不会听我的祷告。
3. 尝试过了：我祷告很多次了，神都没有答复，祂一定是不会应允我的，算了吧！
4. 没时间，太忙了！
耶稣在路加福音 11 章教导“祷告三步曲”。
路加福音 Luke 11:9“我还告诉你们：不断祈求吧，就会给你们；不断寻找吧，就会找到；
不断敲门吧，就会为你们开门。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第二个秘诀： 不可灰心 – 坚持信靠神
这是指我们不断的祈求，不气馁、不止息的向神表达我们对祂的信赖。
路加福音 Luke 18:6-8
6 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7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久给他们申冤吗？ 8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申冤了…
我们拥有一个多么巨大的力量泉源，但我们很多时候竟将这伟大的资源弃之不用，却依赖渺
小无能的自己，苦苦地挣扎。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可怜！
魔鬼叫我们灰心不再祷告，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神必定不会用不义来对待祂
的儿女。我们要常常祷告，凡事交托神，不可灰心，坚持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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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你是否建立每天与神相约的时间？请分享。As a
Christian, we all know the importance of prayer. Do you establish a time to meet God
every day?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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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是那坚定地持守信心，恒切不断地祷告和等候、盼望主再来，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吗？
请分享。Are you a Christian who is steadfast in faith, constantly praying and waiting,
hoping for the Lord's return, and pleasing God? Please share.
Q3. 在生活中，太多人因为灰心丧志而太早放弃。你是否也是如此呢？请分享你要如何坚持
信靠神？In life, many people give up too early because of discouragement. Are you
one of them? Please share how can you keep trusting in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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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BC 大会
•

FCBC 大会 2022 的节目现已上载到网上，网址是 fcbc.org.sg/zh/fcbcconf。你可以
上网观看！

• 守圣餐
•

我们将于 10 月 1 和 2 日在所有的聚会中守圣餐！

•

如果你来参加实体聚会，可以在进入大堂时领取圣餐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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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坚信浸信教会 9 月份的活动
•

请浏览教会的网站(fcbc.org.sg/zh)，查看有关教会这个月其他活动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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