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小組查經材料】

以弗所書查經系列－
以弗所書查經系列－得勝有餘
得勝有餘的
有餘的生活
年十二⺝ 、 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離
開繁忙或疲憊，來歸向神。遊戲完後，請組長以有關神的話語祝福大家。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
面，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 一 小組
認領的宣教單位禱告。 二 教會事工。 三 為新來賓、病痛者等祝福禱
告。最後小組長做結束禱告。（組員個人須要請在第四時段分享禱告。）
宣教單位：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單位的需要，請洽教會．）
教會事工：
，送愛到西非於大廳認購。
教會事工： ⺝
受洗典禮，下午一點舉行。
第一季主日裝備課程將於 開始，敬請組長邀請組
員參與裝備，課程簡介如附。
ＰＵＳＨ：請記下禱告的感動
ＰＵＳＨ：請記下禱告的感動，
請記下禱告的感動，從現在開始，
從現在開始，持續禱告直到神工作或成
就為止。
就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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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PUSH: Pray until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
話語分享（ 分鐘）
分鐘）
45

A．回應主日信息
回應主日信息—回應耶誕信息（
回應耶誕信息（聚會前，
聚會前，請上網仔細地重聽一次。
請上網仔細地重聽一次。）
1.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你有何感想？
你有何感想？
2.聽了信息之後，
聽了信息之後，有什麼回應？
有什麼回應？有何行動？
有何行動？

請組長作總結禱告。
請組長作總結禱告。

．得勝有餘的生活
本週經文：
本週經文：以弗所書第 章第 至 節，請輪流唸這些經
文，並靜默思考五分鐘。
保羅教導我們在基督裡的豐富與生活原則後，他提出幾項在屬靈生活中不
可少的操練，就是要靠主做剛強的人、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面對屬靈的
爭戰、靠著聖靈多方禱告，過一個互相支援、得勝有餘的生活。
一、 靠主作剛強的人，
靠主作剛強的人， ∼ ：
倚靠主的大能大力，
倚靠主的大能大力， ：我們所面對的是屬靈的爭戰，不是屬肉體的
爭戰，以我們肉體的力量是無法得勝的，乃是要倚靠神的能力得勝。
當我們與主有親密的連結，常在祂裡面，就能支取主的能力，就不懼
怕仇敵，面對仇敵也能站立得住。
要穿戴和拿起
： 穿戴全副軍裝，
穿戴和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穿戴全副軍裝，面對
與魔鬼撒旦爭戰時，我們必須穿戴軍裝作為保護和攻擊敵人，並不是
一般的鋼盔鐵甲的軍裝，乃是神賜給我們的全副軍裝。 要隨時抵
要隨時抵擋
魔鬼的詭計，
魔鬼的詭計，魔鬼慣用變化多端的伎倆來欺騙或攻擊我們，遍地遍地
游行、尋找可吞喫的人，彼後五 。我們必須持續儆醒小心謹慎提
防，不讓牠得逞。 要站立得住，
要站立得住，穿戴軍裝為的是要打戰，是精神奕奕
的要打敗仇敵，而不是要退後或倒下去。 磨難的日子，
磨難的日子，乃是在仇敵
攻擊我們控告我們的時候。
認清我們爭戰的對象，
認清我們爭戰的對象， ：我們不是跟人爭戰，也不是世上各國的執
政、掌權人物，乃是存在各個層面的無形的、反叛神的勢力。
討論問題 你有打戰的經歷嗎？
你有打戰的經歷嗎？打戰時須要有那些裝備？
打戰時須要有那些裝備？
要如何才能百戰百勝？
要如何才能百戰百勝？

B

6

10

1.

10

24

13

10

2.

11&13
11&13

a.

b.

8

c.

d.

3.

12

1.

2.

二、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 ：神的話語是我們的遮蓋和保護，也是
我們的利器可以攻擊魔鬼撒旦。
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要明白神的話，神的話語是我們的力量的來
源，所以我們要每日讀聖經，如果可以的話，不只要每日也要定時讀經。
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要遵行神的話，改變我們口所說的、眼所
看的、生活所行的，這樣就如遮胸來保守我們免於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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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福音鞋
平安的福音鞋， ：要傳揚神的話，與人分享福音，見證主耶穌，如
保羅隨走隨傳。
拿著信德當作籐牌，
拿著信德當作籐牌， ：要抓住神的話，用神的話語抵擋魔鬼，如主
耶穌面對試探時以神的話語擊退仇敵。並且要持守神的話和應許才可以消
滅仇敵如火箭般的攻擊。
戴上救恩的頭盔，
戴上救恩的頭盔， ：要信賴神的話，投靠祂，祂是我們的保障。不
要疑惑神對我們的保護。
拿著聖靈的寶劍 神的道，
神的道， ：要運用神的話，「道」原文是神的
話，求主「每天給我們一句話」，成為我們當天可以抓住，可以使用的寶
劍。在神所賜給的全副軍裝，只有聖靈的寶劍是可以用來攻擊魔鬼的。
討論問題 你認為哪一個軍件最重要
你認為哪一個軍件最重要，
重要，為什麼？
為什麼？
目前你最須要操練神所賜全副軍裝
目前你最須要操練神所賜全副軍裝的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在神所賜的軍裝裡只有
為什麼在神所賜的軍裝裡只有聖靈的寶劍可以用來攻擊魔
在神所賜的軍裝裡只有聖靈的寶劍可以用來攻擊魔
鬼的？
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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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互相支援，
要互相支援， ∼ ：我們可以藉著禱告、安慰、祝福過一個互相
支援，一起過得勝的生活。
靠著聖靈、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告祈求：禱告的原則。
禱告的原則。
a.靠著聖靈，
靠著聖靈，18：禱告不只是將心中所願的帶到神面前，更是要聆聽
聖靈的聲音，讓聖靈來引導我們按照神的心意來禱告，因此我們要問
神，要我們為那些事情來禱告及要我們怎麼樣來為祂所說的事情禱告，
這樣可以免除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在聖靈裡的禱告，我們就能觸摸到
父神的心意。
隨時禱告
隨時禱告，
禱告， ：不是在有需要時或在禱告會時才禱告，而是任何時候
都要禱告，當聽到別人有需要的時候，就立刻及時地為他禱告，否則過
後常忘記為他禱告。
多方禱告，
多方禱告， ：用各種方式來禱告，如默想、開口、宣告、禁食、通
宵禱告等方式。馬可福音記載著主耶穌教導門徒要禁食禱告才可以趕這
類的鬼。
d.儆醒不倦，
儆醒不倦，18：禱告要恆切，就是
，不要蜻蜓點水似的，只是為一件事情禱告一次兩次就停止了，
而是持續恆切地禱告，儆醒不倦禱告，直到神成就祂的心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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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眾聖徒祈求，
為眾聖徒祈求，18：我們應當為神的僕人來祈求，魔鬼撒旦第一個
攻擊的對象常常就是神的僕人，其次是攻擊弟兄姊妹，使他們在磨難的
時候，產生負面的情緒或懷疑，以致遠離神。當我們記念神的僕人和弟
兄姊妹，他們在屬靈的戰場上，就能為主大大剛強，過得勝的生活。
安慰人，
安慰人， ∼ ：保羅知道以弗所教會十分關心他，他體會他們的掛念
之切，所以他打發推基古到他們中間，來安慰眾弟兄姊妹。在教會裡面或
生活周圍，就有許多徬徨難過的人，我們應以愛心將主的安慰帶給他們
呢？安慰別人就是要體會別人使對方感覺受尊重，且有付諸行動的關懷。
常說祝福的話語
常說祝福的話語，
祝福的話語， ∼ ：保羅在每封信的結尾都會祝福弟兄姊妹。
祝福是我們不可少的操練，當我們用神的話語祝福人時，神的恩典就要臨
到對方，面對咒詛或錯誤，我們更要以祝福來扭轉咒詛、扭轉錯誤。就讓
我們的口講出祝福造就的話語，使我們身邊的的人都能得福。
討論問題
討論問題 打戰和禱告有何關係？
打戰和禱告有何關係？保羅教導我們那些禱告的原則？
保羅教導我們那些禱告的原則？
你曾經歷過互相支援的生活嗎？
你曾經歷過互相支援的生活嗎？請舉一個例子說明。
請舉一個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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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回應：
我們的回應：親愛的主！
親愛的主！求袮的靈開啟我們的心眼，讓我們看見每一天面
對屬靈爭戰，不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乃是要依靠袮的大能、大力作剛
強的人；也求主幫助我們穿上全副的軍裝，在每天的生活當中抓住袮的話
語，遵行袮的話語，得勝仇敵；也求袮幫助我們能彼此看顧守望，將祝福
帶給人，在每天生活當中傳揚袮的話語，使周圍的人能夠得到這平安的福
音。感謝禱告，奉耶穌名祈求！
背誦默想經文：
背誦默想經文： 以弗所書 ： 「所以要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
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
得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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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
禱告服事（ 分鐘）
分鐘）
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人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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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生活查經。

2012

年第一季裝備課程
年第一季裝備課程簡
課程簡介

實用基礎司琴班@9:30, 1/8～2/26

黃薰儀 姊妹授課
你想過可以自己一邊彈琴、一邊歌唱敬拜神嗎？這個實用基礎司琴班，將用很
容易明白的方式教你認識和絃，教你應用不難的節奏、指法，為詩歌伴奏，或
是自己在家彈奏詩歌敬拜神。歡迎有一點鋼琴基礎，或是略懂樂理、有心參與
司琴服事的弟兄姐妹參加。小組長們，你盼望小組裏有 live 的敬拜嗎？歡迎推
薦、鼓勵小組裏有潛力的肢體參加。
向高處行 基督徒生活面面觀 9:30am, 1/8∼3/25
延莎莉區牧、
莎莉區牧、邵陽、
邵陽、許藍方授課
許多基督徒信主已久，卻始終體會不出神向我們所懷的意念何其多，都是美善
的意念，甚至很多時候處在「被打」的地位，原因就出於沒有落實與神同行。
本堂課將包含以下主題，透過真理, 見證分享，實際操作與分組討論禱告，一
起來學習在神的家中當如何行，並親嚐主美善的滋味。本課程包括：品嚐神家
書的甜美，與神對話親密，基督徒的生命記號(順服與奉獻的生命)，從安息中
如鷹展翅上騰，神的大家庭，爭戰的勇士，小行動完成大使命，與服事真諦。
列王記上@9:30am，1/8∼3/25
黃光賢 牧師授課
牧師授課
列王記是記錄神的百姓中王的歷史。王在神的面前活得對，國就蒙福。其實以
色列真正的王就是神本身，以色列中雖有王，但真正的管理者仍然是神，若王
能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就必蒙福，否則便有神的管教。
從列王的歷史中，可以看出神的子民在祂面前生活的原則，神要求祂的子民看
重作神見證人的地位，神要求他們在萬民中活出神的心意，並享受祂的豐盛。
神作工的原則至今仍沒有改變，讓我們從本課程中來思想神作工的法則，明白
神的心意，使我們不偏行己路，並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成就祂榮耀的心意。
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11:00am，1/8∼3/12
劉梅蕾 師母授課
（撒迦利亞書、
撒迦利亞書、哈該書、
哈該書、以及瑪拉基書）
神對被擄歸回的以色列人的心意、以及聖殿的重建，不只是歷史也是神的啟
示，並且這些啟示是透過先知來傳達的，我們將由這三卷被擄後的小先知書，
來看神對當時的以色列以及現今我們屬靈光景的恢復，重建與復興，並且看見
彌賽亞國度的盼望，與這末世時代的關係。願 2012 年是我們和教會不再被
擄，乃是進入復興的另一波，並且為我們的下一代帶來影響力！
不再一
不再一樣的生命
的生命 自我突破與成
突破與成長@11:00am 家庭事奉團隊--江一鴻 弟兄
繁忙緊張的工作，家庭的重擔，一成不變的生活型態，曰復一曰，讓我們的生
命好像失去了動力。如果您不滿足安於現狀，渴望自我突破與成長，激發生活
熱忱和陽光，選擇過一個不再一樣的生命，歡迎您來參加這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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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梅蕾 師母主領
經歷神營會（
經歷神營會（ ∼ ）
在營會裡，劉師母將帶領大家與神相遇。神會透過耶穌的寶血及聖靈的能力，
處理我們生命中過去的罪惡，破除遺傳的咒詛，醫治心靈的創傷，恢復與神與
人的關係，使我們成為新人，幫助我們承接神對我們生命中的異象與方向，活
出不再一樣的生命，對家庭、教會、工作有不再一樣的委身，生命有驚人的突
破和成長。此次聚會，
此次聚會，將提供優費價格給現任組長，
將提供優費價格給現任組長，詳情請洽李淑玲牧師。
詳情請洽李淑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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