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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23 周（2020 年 5 月 31 日–2020 年 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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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请大家分享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谁，为什么称他为最好的朋友？ 

2. 组长告诉大家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要时时都亲近祂，与祂建立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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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年 
Chia Choe Ni 

 

这多年信耶稣 
Chia choe ni sin Ia-so' 

经过风经过雨 
Keng koe hong keng koe ho' 

有目屎有艰苦 

U bak sai u kan kho' 

记得救主会看顾 

Ki tit Kiu Chu e khoa* ko' 

主爱我才知影 

Chu ai goa chiah chai ia* 

着专心听主声 

Tioh choan sim thia* Chu sia* 

有喜乐有平安有主疼 

U hi lok u peng an u Chu thia* 
 

*有主甲我相作伴 

U Chu kap goa sa* choe phoa* 

风雨日子无摇动 

Hong ho' jit chi bo io chhoah 

主恩情安慰我 
Chu un cheng an ui goa 

主的话引导我 
Chu e oe in chhoa goa 

有主同在无孤单 
U Chu tang chai bo ko' toa* 

朋友心里你会知影 
Peng iu sim lai li e chai ia* 

虽有伤虽有痛 
Sui u siong sui u thia* 

有耶稣逗阵走 
U Ia-so' tau tin kia* 

避难所 
Pi Lan So'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是我们的力量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是我们在患难中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随时的帮助 
Sui si e pang cho'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歌颂祂 
Goa beh ko siong I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Ha-li-lu-ia, Ha-li-lu-ia 

我要赞美祂 
Goa beh o lo I 

作主的门徒 
Cho Chu E Mng T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保守甲看顾 

Kiu Li po siu kap khoa* ko' 

保守阮的心, 顾阮的脚步 
Po siu goan e sim, ko' goan e kha po' 

忠心跟随祢道路 
Tiong sim kun te Li to lo' 

 

牵我的手, 主耶稣 
Khan goa e chhiu, Chu Ia-so' 

求祢为阮来开路 
Kiu Li ui goan lai khui lo' 

一步搁一步, 随祢的脚步 
Chit po' koh chit po', te Li e kha po' 

唔惊路途多坎坷 
M kia* lo' to' loa kan kh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主耶稣, 啊…主耶稣 
Chu Ia-so', ah… Chu Ia-so' 

阮欲作祢的门徒 
Goan beh choe Li e m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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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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Familiarity (2)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5 月 24 日 

 

“神是全知的，祂知道你生命中的一切。不过，这并不应该阻止你向祂敞开心扉，告诉祂你的

生活现状。” 

 

约翰福音 John 17: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0-11 

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 或者我也得

以从死里复活。 

 

以上两节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要去认识耶稣基督，要对祂非常的熟悉。 

 

我们必须有的两个价值观来更熟悉神： 

 

1. 亲密的关系胜过渊博的学识 Intimate relationship over impressive knowledge 

 

在约翰福音 17:3，耶稣的祷告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 

  

在原文希腊文 γινώσκω | ginóskó 就是“通过个人经验或第一手经验来了解”的意思，也就

是嘱咐我们要非常亲密的、亲自的去认识上帝。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8:1 (CCB) …但知识会使人自高，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 

爱心和关系是分不开的，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比得到知识更优先。 

 

马太福音 Matthew 22:37-38 (CCB)   

37 耶稣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38 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

的诫命。 

这是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我们要用全心、全情、全意的去爱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

若要得到更多的知识，我们必须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但首先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必须要寻求、

渴慕、祈求跟上帝有一个亲密、良好的关系。 



 

 

3 

 

 

我们要更深地进入上帝的话语，不仅仅是认识历史的背景，获取更多的知识。我们更要祈求圣

灵来带领我们，能更多的阅读圣经和明白真理。 

葛培理牧师说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一本情书，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本课本。圣经确

实会教我们很多做人的启示，但我们先要把它当成情书来读。我们必须要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

系，这关系胜过渊博的知识。 

 

启示是来自与所有知识来源的关系，就是上帝而不是知识本身。我们跟上帝同行，越走越亲近，

就会得着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了。 

 

2. 亲自认识胜过表面接触 Personal connection over proxied contact 

 

要熟悉和认识上帝，我们需要与上帝有亲自的认识。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0-11 

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11 或者我也得

以从死里复活。 

亲自的认识表示可以直接与对方联系；表面的接触则是有一个中间人帮助我们去认识另一个人。

很多时候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还得透过一个中间人去更多的了解上帝，也就是说我们跟上帝

没有一个亲密的联系。有领袖帮助我们没有错，塑造门徒也没有错，但我们是可以直接跟上帝

有联系的。 

 

以赛亚书 Isaiah 59:2 你们的罪过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祂转脸不看你们，也不听

你们的祈求。 

上帝把我们从祂的面前隔绝，是因为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是圣洁的神，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上

帝的面前，祂的圣洁会把我们完全消灭。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至圣所是有幔子盖住的，幔子是又高又大，除了祭司长以外，任

何人都不可以进去。为了赎罪，祭司长只能一年进去一次。罪导致我们无法与上帝有更亲密的

接触，所以当时的祭司长代表我们跟上帝接触。 

 

在摩西时代也是如此。出埃及记 19 章，上帝的子民来到了西奈山，在山上上帝的荣耀就彰显

了，但只有摩西可以去到山上朝拜。其实，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希望祂的子民跟祂有直

接、亲密的接触，可是他们当中还是有许多人是靠着中间人来帮助他们跟上帝说话。 

若我们没有亲自的跟上帝接触、有亲密的关系，可能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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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7: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 

永生就是我们永远不会与上帝隔绝。这个永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与祂接触，这个

门是永远为我们而开着的。 

 

马可福音 Mark 15:37-38 

37 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38 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幔子象征着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了。但因为耶稣的死，幔子撕裂成两半，表示我们可以直接通

往到上帝那里。此后再也没有幔子挡住上帝和我们了，我们永远也不再与上帝隔绝了。这就是

救赎，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中间人来帮我们搞好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了。 

 

以弗所书 Ephesians 3:12 (CCB) 我们靠着基督、借着信祂可以坦然无惧、毫无疑虑地来到上

帝面前。 

 

上帝可能借着阻断措施，把我们熟悉的大教会、大场面的台慢慢的挪走，以致我们可以再一次

的跟上帝熟悉，而不是熟悉于教会、形式。我们必须回到最基本的功课，就是跟上帝有一个熟

悉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说教会、牧师不重要，而是我们专注在个人与上帝的关系

更重要。 

 

我们现在所属的文化，有太多的事使我们分心，导致我们把和上帝的关系排序靠后，我们透过

更多的中间人来帮助我们得着知识。在教会，我们时常崇拜很多信心的伟人。有些人甚至会出

国听别人讲道，开始崇拜某位讲员，把内心的渴慕放在错误的对象上。 

 

在这世上有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将上帝的话语带到万国去，但他们终究只是人。信心的伟人

会来到世上，也会被上帝带回去天家。我们的盼望并不是放在这些伟人的身上，我们的盼望是

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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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你现在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你是否会因为喜欢某位讲员，而不会错过他所讲的每一

篇道呢？请分享。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now? Will you like a 

particular preacher and not miss any of his/her preaching? Please share. 

 

 

 



 

 

5 

 

 

Q2. 你认为寻求属灵领袖的帮助和直接与神接触有矛盾吗？请分享你是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区别

呢？Do you think it is contradictory to seek the help of a spiritual leader versus direct 

contact with God? Please share how do you grasp the difference? 

 

Q3. 为什么熟悉上帝、亲近上帝是如此的重要呢? 请分享在你的生命中因亲近上帝而得到启示

的经历和收获。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be familiar with God and close to God? Please 

share the experiences and gains of receiving revelation by being close to Go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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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