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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22 周（2020 年 5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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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请大家各自分享这个星期值得感恩的一件事，然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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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使地上发芽结实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显出爱疼的根据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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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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 Familiarity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5 月 17 日 

 

约翰福音 John 10:1-5;14-16 

1“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

盗。2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3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

的羊，把羊领出来。4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5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

我为羊舍命。16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它们来，它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

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熟悉是： 

1. 对某事物有清楚和详细的了解。 

2. 对某人有轻松友好或亲密的关系。 

 

我们必须对上帝非常的熟悉。 

 

约翰福音 John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认识”上帝，意思就是熟悉上帝。我们是否熟悉一个人，意味着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深不深。

我们若熟悉上帝，就会跟祂很亲密。 

 

若我们要熟悉上帝，并跟祂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 

 

1. 主动认识神 Get to know God 

 

我们要熟悉一个人，就必需主动的去认识他。我们要熟悉上帝，就要主动的去认识上帝。 

 

约翰福音 John 10:4-5  

4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5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

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能“认得”是因为熟悉，熟悉他的声音、衣着、味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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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形容自己是“牧人”，同时也提到另一个角色“陌生人”。如果我们不熟悉耶稣，祂就不

是我们所认识的“牧人”，而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 

 

约翰福音 John 10:15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耶稣和天父有亲密的关系。耶稣证道、服事、医病，做上帝要祂做的工作。祂不只事奉上帝，

也与上帝同行。 

 

路加福音 Luke 5:15-16 (CCB) 

15 结果耶稣的名声传得更广了，成群的人聚集到祂那里听祂讲道、求祂医病。16 不过，祂还

是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 

耶稣传福音、医病就是在事奉上帝。祂也常常退到旷野独自祷告。祂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寻求天

父，这就是熟悉一个人的方式。耶稣不只是花时间做上帝给祂的工作，也花很多时间来认识祂

的天父。我们也要像耶稣那样专注地认识上帝。 

  

爱的五种语言：肯定的言辞，服务的行动，接受礼物，精心的时刻，肢体的接触 

 

我们常把爱的五种语言用于人际关系，它也可以应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 

肯定的言辞 = 敬拜 

服务的行动 = 事奉神 

接受礼物 = 十一奉献 

精心的时刻 = 灵修 

肢体的接触 = 爱祂的子民 

 

“我们得先认识，才能爱。要认识神，就必须常思想祂；当我们来到爱祂时，我们也得经常想

念祂，因为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财宝那里。” —— 劳伦斯弟兄 

 

我们爱上帝，就要先认识上帝。 

 

2. 让神认识你 Let God know you 

 

约翰福音 John 10:14-15  

14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5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

我为羊舍命。 

亲密的关系必须是双方面的。我们不止要专注于认识上帝，也要花时间敞开我们的心，让上帝

认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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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0:30 “我与父原为一。” 

马太福音 Matthew 3:17 (CCB) 又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这是我的爱子，我甚喜悦祂。” 

耶稣和天父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关系。 

 

“比认识神更深入的就是神也认识你。肯定我们基督徒身份的不是来自我们完全认识神，而是

神留意到我们，并使我们属于祂。” —— 约翰·派博 

 

诗篇 Psalm 139:1-4 (CCB)  

1 耶和华啊，你洞察我的内心，知道我的一切。2 我或坐下或起来，你都知道，你从远处就知

道我的心思意念。3 我或外出或躺卧，你都了解，你熟悉我的一切行为。4 耶和华啊，我话未

出口，你已洞悉一切。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 

 

诗篇 Psalm 139:23-24 (CCB) 

23 上帝啊，求你鉴察我，好知道我的内心；求你试验我，好知道我的心思。24 求你看看我里

面是否有邪恶，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 

大卫知道上帝洞悉一切，但是他把生命敞开在上帝的面前，要上帝来认识他，这就是亲密的关

系。大卫被称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他对上帝非常熟悉，不单单是他知道上帝，上帝也知

道他。 

 

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让上帝认识我们呢？ 

别只顾说，要听。 

别仓促，要等候。 

别忽视，要参与。 

别孤立，要沟通。  

 

马太福音 Matthew 7:21-23 (CCB) 

21 并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

去。 22 在审判那天，很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

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神迹吗？’ 23 我会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

作恶的人走开！’ 

我们不要认为上帝认识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上帝有多么认识我们是取决于我们怎样过我们的生

活。我们要过一个让上帝能够认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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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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阻断措施的期间，你的灵命是否受到影响？你平时如何做你的灵修？请分享。Is 

your spiritual life being affected during this period of circuit breaker measures? How 

do you usually do your daily devotion? Please share. 

 

Q2. 约翰·派博说：“比认识神更深入的就是神也认识你。肯定我们基督徒身份的不是来自我们

完全认识神，而是神留意到我们，并使我们属于祂。”你认为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祂认识你

吗？请分享。John Piper said: “Deeper than knowing God is being known by God. What 

defines us as Christians is not most profoundly that we have come to know Him but 

that He took note of us and made us His own.”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Does He know you? Please share. 

 

Q3.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若要让上帝认识你，就必须：别只顾说，要听；别仓促，要等候；别

忽视，要参与；别孤立，要沟通。请坦诚分享有哪些方面是你需要改进的，然后彼此祝福祷告。 

In your daily life, if you want God to know you, you must: don’t just talk, listen; don’t 

just rush, wait; don’t ignore, involve; don’t isolate, communicate. Please share frankly 

what you need to improve,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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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