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小组聚会程序 

2023 年 第 14 周（2023 年 4 月 2 日 – 2023 年 4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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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名称：真真假假 

内容：请每人分享三个有关自己的描述，要求两个真的，一个假的，然后请大家猜哪个

是假的。 

目的：让新朋友认识大家，或组员之间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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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上帝疼爱世间人 
Siong-te thia* ai se kan lang 

救恩赐给你 
Kiu un su ho' li 

祂是全能的救主 
I si choan leng e Kiu Chu 

咱当信靠祂 
Lan tioh sin kho I 

你若心里有忧愁 
Li na sim lai u iu chhiu 

应当向主求 
Eng tong hiong Chu kiu 
主要将平安赐给你 

Chu beh chiong peng an su ho' li 
平安赐给你 

Peng an su ho' li 

 

我要单单仰望祢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

so'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
so' 

因为祢是我依靠 
In ui Li si goa oa kho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仰望耶稣的荣光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祢的话惦我心 
Li e oe tiam goa sim 

当我无盼望的时 
Tng goa bo ng bang e si 
导我走过人生的路 

Chhoa goa kia* koe jin seng e lo' 

祢的疼惦我心 
Li e thia* tiam goa sim 

当我无依靠的时 
Tng goa bo oa kho e si 

互我盼望走下去 
Ho' goa ng bang kia* loh kh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回应祢的呼召和爱疼 
Hoe eng Li e ho' chio kap thia* thang 

坚持一生无偏离 
Kian chhi it seng bo phian li 

主啊, 我要跟随祢 
Chu ah, goa beh kun te Li 

将我一生献给祢 
Chiong goa it seng hian ho' Li 

求祢用我做祢的器具 
Kiu Li eng goa choe Li e khi ku 

将祢的疼分享出去 
Chiong Li e thia* hun hiong chhut k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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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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半夜求饼           讲员：钟金明牧师 

讲道日期：2023 年 3 月 25 日  

 

路加福音 11 章里 "朋友半夜求饼”的比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认识和经历那以永远永远的

爱来爱我们的神。 

  

路加福音 Luke 11:1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

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如何祷告认识神？ 

1. 谦卑地求 - 祂重视关系 Ask Humbly - He values Relationships 

 

路加福音 Luke 11:2-4 

2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

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3 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4 赦免我

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耶稣给门徒那个祷告的模式，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主祷文。说明祷告是先建立在我们和父神的

关系，然后才进入三个"愿"，和三个"请求"。 

 

诗篇 Psalms 18: 1-2 

1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2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

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台。 

祷告不光是我们要求得什么好处，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祷告是我们和父神的交流，是我们

和父神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 

 

2. 迫切地求 - 祂有求必应 Ask Pressingly - He is Responsive 

 

路加福音 Luke 11:5-6 

5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6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三更半夜去敲邻居家的门，把邻居一家人叫醒。除非是迫不得已、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会

做这样没有礼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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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1:7-8 

 7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

给你。’8 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

所需用的给他。 

这个人最终得到了他要的东西。因为他情词迫切地直求，所以得到了他要的东西。这里所要

强调的是：连一个邻居都愿意回应呼求，更何况是我们的父神，祂更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 

 

诗篇 Psalms 121:1-4 

1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2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3 他必不叫你的

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4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父神随时都在帮助和保护我们，祂从不打盹，也不睡觉。 

 

路加福音 Luke 11:9-10 

 9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0 因为凡

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因为父神慷慨解襄，慈悲怜悯，有求必应，关心爱护，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持续不顾面子地直

求。 

 

3. 信心地求 - 祂给好礼物 Ask with Faith - He gives Good Gifts 

 

路加福音 Luke 11:11-13 

11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12 求

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13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

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我们的天父是一位绝对完美的父神。他对儿女的关心，是远胜于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

是更加亲密的，更加可靠的。 

 

雅各书 James 1:17 

17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 。 

我们的父神完全有智慧知道什么是对自己的儿女最好的，因此祂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他们。 

 

马太福音 Matthew 6:30-33  

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装饰，何

况你们呢？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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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

加给你们了。 

我们带着信心祷告，神必将最好的给我们。 

 

列王纪上 1 Kings 3:9-13 

 9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10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11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讼，12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13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

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希望我们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和圣灵的亮光向神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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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每天祷告亲近神吗？什么情况会使你不祷告或不常祷告？请分享。Do you pray 

and draw close to God every day? What circumstances make you not praying or pray 

less often? Please share. 

 

Q2. 路加福音 11:8 "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地直求，就必

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你曾经历过 "情词迫切地直求" 的心历路程吗？请分享。 

Luke 11:8 "But I tell you this—though he won't do it for friendship's sake, if you keep 

knocking long enough, he will get up and give you whatever you need because of 

your shameless persistence."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keep 

knocking long enough"? Pleas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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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坚信浸信教会 14 天禁食祷告 

• 从 3 月 27 日至 4月 9日，我们教会将在复活节来临之际进入一段禁食祷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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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进行晚间祷告会。 

•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搜索祷告指引和每周日进行的晚间祷告会的链接。 

https://www.fcbc.org.sg/zh/announcements/fcbc-14-day-prayer-and-fasting 。 

• 在这特殊的季节里，让我们借此机会自我反思，并且亲近神。 

 

• 坚信浸信教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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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