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查经材料】
小组查经材料】

以弗所书查经系列－
以弗所书查经系列－得胜有余的生活
年十二月 、 日
第一时段：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离
开繁忙或疲惫，来归向神。游戏完后，请组长以有关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第二时段：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
面，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 一 小组
认领的宣教单位祷告。 二 教会事工。 三 为新来宾、病痛者等祝福祷
告。最后小组长做结束祷告。（组员个人须要请在第四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单位的需要，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送爱到西非于大厅认购。
教会事工： 月
受洗典礼，下午一点举行。
第一季主日装备课程将于 开始，敬请组长邀请组
员参与装备，课程简介如附。
ＰＵＳＨ：请记下祷告的感动
ＰＵＳＨ：请记下祷告的感动，
请记下祷告的感动，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持续祷告直到神工作或成就
为止。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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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第三时段：
第三时段：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分钟）
45

A．回应主日信息—回应耶诞信息（
回应耶诞信息（聚会前，
聚会前，请上网仔细地重听一次。）
请上网仔细地重听一次。）
1.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有何感想？
你有何感想？
2.听了信息之后，
听了信息之后，有什么响应？
有什么响应？有何行动？
有何行动？

请组长作总结祷告。
请组长作总结祷告。

．得胜有余的生活
本周经文：
本周经文：以弗所书第 章第 至 节，请轮流念这些经
文，并静默思考五分钟。
保罗教导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与生活原则后，他提出几项在属灵生活中不
可少的操练，就是要靠主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面对属灵的
争战、靠着圣灵多方祷告，过一个互相支持、得胜有余的生活。
一、 靠主作刚强的人，
靠主作刚强的人， ～ ：
倚靠主的大能大力，
倚靠主的大能大力， ：我们所面对的是属灵的争战，不是属肉体的
争战，以我们肉体的力量是无法得胜的，乃是要倚靠神的能力得胜。
当我们与主有亲密的连结，常在祂里面，就能支取主的能力，就不惧
怕仇敌，面对仇敌也能站立得住。
要穿戴和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 穿戴全副军装，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穿戴全副军装，面对
与魔鬼撒旦争战时，我们必须穿戴军装作为保护和攻击敌人，并不是
一般的钢盔铁甲的军装，乃是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 要随时抵挡
要随时抵挡魔
鬼的诡计，
鬼的诡计，魔鬼惯用变化多端的伎俩来欺骗或攻击我们，遍地遍地游
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后五 。我们必须持续儆醒小心谨慎提防，
不让牠得逞。 要站立得住，
要站立得住，穿戴军装为的是要打战，是精神奕奕的要
打败仇敌，而不是要退后或倒下去。 磨难的日子，
磨难的日子，乃是在仇敌攻击我
们控告我们的时候。
认清我们争战的对象，
认清我们争战的对象， ：我们不是跟人争战，也不是世上各国的执
政、掌权人物，乃是存在各个层面的无形的、反叛神的势力。
讨论问题 你有打战的经历吗？
你有打战的经历吗？打战时须要有那些装备？
打战时须要有那些装备？
要如何才能百战百胜？
要如何才能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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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遮盖和保护，也是我
们的利器可以攻击魔鬼撒旦。
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要明白神的话，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的来
源，所以我们要每日读圣经，如果可以的话，不只要每日也要定时读经。
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要遵行神的话，改变我们口所说的、眼所看
的、生活所行的，这样就如遮胸来保守我们免于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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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福音鞋
平安的福音鞋， ：要传扬神的话，与人分享福音，见证主耶稣，如保
罗随走随传。
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要抓住神的话，用神的话语抵挡魔鬼，如主耶
稣面对试探时以神的话语击退仇敌。并且要持守神的话和应许才可以消灭
仇敌如火箭般的攻击。
戴上救恩的头盔，
戴上救恩的头盔， ：要信赖神的话，投靠祂，祂是我们的保障。不要
疑惑神对我们的保护。
拿着圣灵的宝剑 神的道，
神的道， ：要运用神的话，「道」原文是神的话，
求主「每天给我们一句话」，成为我们当天可以抓住，可以使用的宝剑。
在神所赐给的全副军装，只有圣灵的宝剑是可以用来攻击魔鬼的。
讨论问题 你认为哪一个军件最重要，
你认为哪一个军件最重要，为什么？
为什么？
目前你最须要操练神所赐全副军装的那一部分，
目前你最须要操练神所赐全副军装的那一部分，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在神所赐的军装里只有
为什么在神所赐的军装里只有圣灵的宝剑可以用来攻击魔
在神所赐的军装里只有圣灵的宝剑可以用来攻击魔
鬼的？
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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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互相支持，
要互相支持， ～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安慰、祝福过一个互相支
持，一起过得胜的生活。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的原则。
祷告的原则。
a.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18：祷告不只是将心中所愿的带到神面前，更是要聆听圣
灵的声音，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因此我们要问神，
要我们为那些事情来祷告及要我们怎么样来为祂所说的事情祷告，这样
可以免除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就能触摸到父神
的心意。
随时祷告，
随时祷告， ：不是在有需要时或在祷告会时才祷告，而是任何时候
都要祷告，当听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就立刻及时地为他祷告，否则过
后常忘记为他祷告。
多方祷告，
多方祷告， ：用各种方式来祷告，如默想、开口、宣告、禁食、通
宵祷告等方式。马可福音记载着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禁食祷告才可以赶这
类的鬼。
d.儆醒不倦，
儆醒不倦，18：祷告要恒切，就是
，不要蜻蜓点水似的，只是为一件事情祷告一次两次就停止了，
而是持续恒切地祷告，儆醒不倦祷告，直到神成就祂的心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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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为神的仆人来祈求，魔鬼撒旦第一个
攻击的对象常常就是神的仆人，其次是攻击弟兄姊妹，使他们在磨难的
时候，产生负面的情绪或怀疑，以致远离神。当我们记念神的仆人和弟
兄姊妹，他们在属灵的战场上，就能为主大大刚强，过得胜的生活。
安慰人，
安慰人， ～ ：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十分关心他，他体会他们的挂念
之切，所以他打发推基古到他们中间，来安慰众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或
生活周围，就有许多彷徨难过的人，我们应以爱心将主的安慰带给他们
呢？安慰别人就是要体会别人使对方感觉受尊重，且有付诸行动的关怀。
常说祝福的话语，
常说祝福的话语， ～ ：保罗在每封信的结尾都会祝福弟兄姊妹。祝
福是我们不可少的操练，当我们用神的话语祝福人时，神的恩典就要临到
对方，面对咒诅或错误，我们更要以祝福来扭转咒诅、扭转错误。就让我
们的口讲出祝福造就的话语，使我们身边的的人都能得福。
讨论问题 打战和祷告有何关系？
打战和祷告有何关系？保罗教导我们那些祷告的原则？
保罗教导我们那些祷告的原则？
你曾经历过互相支持的生活吗？
你曾经历过互相支持的生活吗？请举一个例子说明。
请举一个例子说明。
e.为众圣徒祈求，
为众圣徒祈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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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应：
我们的回应：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求袮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每一天面
对属灵争战，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要依靠袮的大能、大力作刚
强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抓住袮的话
语，遵行袮的话语，得胜仇敌；也求袮帮助我们能彼此看顾守望，将祝福
带给人，在每天生活当中传扬袮的话语，使周围的人能够得到这平安的福
音。感谢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背诵默想经文：
背诵默想经文： 以弗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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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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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时段：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
祷告服事（ 分钟）
分钟）
接下来这时段可以就地分几个 人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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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生活查经。

2012 年第一季装备课程简介

实用基础司琴班@9:30, 1/8～2/26

黄熏仪 姊妹授课
你想过可以自己一边弹琴、一边歌唱敬拜神吗？这个实用基础司琴班，将用很
容易明白的方式教你认识和弦，教你应用不难的节奏、指法，为诗歌伴奏，或
是自己在家弹奏诗歌敬拜神。欢迎有一点钢琴基础，或是略懂乐理、有心参与
司琴服事的弟兄姐妹参加。小组长们，你盼望小组里有 live 的敬拜吗？欢迎推
荐、鼓励小组里有潜力的肢体参加。
向高处行 基督徒生活面面观 9:30am, 1/8～3/25
延莎莉区牧
延莎莉区牧、
莉区牧、邵阳、
邵阳、许蓝方
许蓝方授课
许多基督徒信主已久，却始终体会不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何其多，都是美善
的意念，甚至很多时候处在「被打」的地位，原因就出于没有落实与神同行。
本堂课将包含以下主题，透过真理, 见证分享，实际操作与分组讨论祷告，一
起来学习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并亲尝主美善的滋味。本课程包括：品尝神家
书的甜美，与神对话亲密，基督徒的生命记号(顺服与奉献的生命)，从安息中
如鹰展翅上腾，神的大家庭，争战的勇士，小行动完成大使命，与服事真谛。
列王记上@9:30am，1/8～3/25
黄光贤 牧师授课
牧师授课
列王记是记录神的百姓中王的历史。王在神的面前活得对，国就蒙福。其实以
色列真正的王就是神本身，以色列中虽有王，但真正的管理者仍然是神，若王
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必蒙福，否则便有神的管教。
从列王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神的子民在祂面前生活的原则，神要求祂的子民看
重作神见证人的地位，神要求他们在万民中活出神的心意，并享受祂的丰盛。
神作工的原则至今仍没有改变，让我们从本课程中来思想神作工的法则，明白
神的心意，使我们不偏行己路，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成就祂荣耀的心意。
被掳后的小先知书
刘梅蕾 师母授课
被掳后的小先知书 @11:00am，1/8～3/12
（撒迦利亚书、
撒迦利亚书、哈该书、
哈该书、以及玛拉基书）
以及玛拉基书）
神对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心意、以及圣殿的重建，不只是历史也是神的启
示，并且这些启示是透过先知来传达的，我们将由这三卷被掳后的小先知书，
来看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以及现今我们属灵光景的恢复，重建与复兴，并且看见
弥赛亚国度的盼望，与这末世时代的关系。愿 2012 年是我们和教会不再被
掳，乃是进入复兴的另一波，并且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影响力！
不再一
不再一样的生命
的生命 自我突破与成
突破与成长@11:00am 庭事奉团队 江一鸿 弟兄
繁忙紧张的工作，家庭的重担，一成不变的生活型态，曰复一曰，让我们的生
命好像失去了动力。如果您不满足安于现状，渴望自我突破与成长，激发生活
热忱和阳光，选择过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欢迎您来参加这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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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梅蕾 师母主领
经历神营会（
经历神营会（ ～ ）
在营会里，刘师母将带领大家与神相遇。神会透过耶稣的宝血及圣灵的能力，
处理我们生命中过去的罪恶，破除遗传的咒诅，医治心灵的创伤，恢复与神与
人的关系，使我们成为新人，帮助我们承接神对我们生命中的异象与方向，活
出不再一样的生命，对家庭、教会、工作有不再一样的委身，生命有惊人的突
破和成长。此次聚会，
此次聚会，将提供优费价格给现任组长，
将提供优费价格给现任组长，详情请洽李淑玲牧师。
详情请洽李淑玲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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