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主密契 
伊甸圣经长老会 

生命小组手册 2023 年（1-5 月）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约翰一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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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小组与祷告会 

日期 性质/内容 分享 

1 6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蔡求和 

13 生命小组 1：弃暗从明 

20 新春家庭祷告日 

27 生命小组 2（新春自由活动） 

2 3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张克复 

10 生命小组 3：听从主命 

17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杨沥芳 

24 生命小组 4：世界我不爱？ 

3 3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蓝永恒 

10 生命小组 5：主，我愿像你！ 

17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林为文 

24 生命小组 6：不犯罪的罪人？ 

31 家庭祷告日 

4 7 耶稣受难圣餐礼拜 

14 生命小组 7：不信有时 

21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王伟昌 

28 生命小组 8：如何胜过世界？ 

5 5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黄思瀚 

12 生命小组 9：祷告要诀 

19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傅国就 

26 生命小组 10：你重生了吗？ 

6 2 祷告会：影响我的圣经人物 林志良 

9                祷告会：植堂于我 周平 

16                祷告会：服事于我 陈宣翔 

23                祷告会：宣教于我 杨德明 

30 家庭祷告日 

         祷告会 :第 1/3 周五;       生命小组: 每 2/4 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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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弃暗从明         13/01/23 

经文：约翰一书 1:5-7  出题人：张克复牧师 

 

讨论题： 

 

1. 你经历过停电时的漆黑吗？那时你有多么渴望光的到来？属灵上 

    的黑暗与光明是否也类似？ 

 

2. 与神相交，必须从祂的圣洁开始，不是从祂的爱开始。为什么？ 

 

3. 怎样能避免误以为自己行在光明中，实际上却是行在黑暗中呢？ 

 

4. 如果我们信主时已被饶恕了，为什么还需要经常寻求饶恕呢？ 

 

想一想：你行在光明中，还是黑暗中？ 

 

试一试：背诵十诫，用每一诫来审查自己，认罪求神赦免。 

 

背一背：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

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约翰一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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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新春自由活动       27/01/23 

 

 

兔年蒙恩！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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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听从主命              10/02/23 

经文：约翰一书 2:7-11  出题人：蔡求和牧师 

 

讨论题： 

 

1. 在你的信仰经历中，听从主的命令容易吗？请分享。 

 

2. 你如何理解“新命令”和“旧命令”？这两道命令有何关系？ 

 

3. 为什么约翰说恨弟兄的人是在黑暗里（9,11 节）？“恨弟兄”会 

    有哪些表现？我们是否有“恨弟兄”的表现而不自觉？ 

 

4. 在“爱弟兄”的这件事上，你认为自己还有那些不足之处？你要 

    如何做出调整或改变？ 

 

想一想：每个人在世上都会有憎恨别人的时候；而压抑只能增加憎

恨的强度。你如何对待身边不易相处的人？ 

 

试一试：向一位你所「恨」的人表达关心，或遵行圣经中一个你过 

去无法遵行的命令。 

 

背一背： 

7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

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8 再者，我写给

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

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翰一书 2:7-8） 



6 

04世界我不爱？       24/02/23 

经文：约翰一书 2:15-17  出题人：蓝永恒牧师 

 

讨论题： 

 

1. 若把世界看成一部彩色丰富的视频，相比之下，教会就好像一张 

陈年的黑白老照片。你认为这样的比较贴切吗？为什么？ 

 

2. 约翰所说的「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什么意思？ 

 

3. 约翰说「不要爱」世界，而不是采用「对付」世界的用词，为什  

    么？这说明你最大的敌人是谁？（16 节） 

 

4. 面对世界难以抗拒的试探和诱惑，约翰为你提供得胜世界的秘诀 

    是什么？（15,17 节） 

 

想一想：「爱父神」和「爱世界」有何不同结果？两者之间有何不

同的得与失？哪一样更值得你一生去追求的？你该如何以

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 

 

试一试：取一张白纸，画出一条直线，并从（约一 1:15-17）中找

出几个不同的「对比」写在纸上，然后自我反思，衡量一

下哪个更为重要。 

 

背一背：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约翰一书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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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主，我愿像你！       10/03/23 

经文：约翰一书 2:29，3:1-3  出题人：蔡求和牧师 

 

讨论题： 

 

1.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当你唱“主，我愿像你”（赞 251）这首 

    诗歌时，有何感想或领受？  

 

2. 什么是“公义”（2 章 29 节）？做个“行公义的人”难吗？请 

    分享。 

 

3. 你如何理解“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3 章 2 节）？在哪方 

    面你最希望像主一样？ 

 

4. 你认为基督徒可以被辨认出来吗？别人如何认出我们是基督徒？ 

 

想一想：想想看，过去这些年，离开了我们回到天家的弟兄姐妹，

他们如今会是什么模样？可用点想象力。 

 

试一试：你认为自己在哪一方面最需要改进？尝试在这方面操练自

己更像主。 

 

背一背：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

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约翰一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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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不犯罪的罪人？       24/03/23 

经文：约翰一书 3:4-10  出题人：张克复牧师 

 

讨论题： 

 

1. 对罪正确的认识重要吗？传福音只论及关系，不谈罪行吗？ 

 

2. 生活中容忍一些明显的罪的人真得救吗？你会怎么劝告他？ 

 

3. （9 节） 约翰说神的儿女就不犯罪。他的意思是：信徒真的不再   

    犯罪？信徒不再渴望犯罪？信徒需要与罪长期斗争？ 

 

4. 如何劝告活在罪中的基督徒？你愿意给他得救的确据吗？为什 

    么要/为什么不？ 

 

想一想：我信主多年，我有隐藏的罪吗？ 

 

试一试：正视你隐藏的罪，把它带到神的光中，让它见光死。 

 

背一背：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

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翰一书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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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不信有时                     14/04/23 

经文：约翰一书 4:1-6  出题人：蔡求和牧师 

 

讨论题： 

 

1. 在日常生活中，你如何分辨真与假？你如何决定什么该信，什么 

    不该信？ 

 

2. 你如何理解约翰一书 4 章 1 节？在什么情况下，“不信”反而是 

    正确的？ 

 

3.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哪些“似是而非”的教导是我们需要警惕 

    的？ 

 

4. 请分享圣经中最令你难以接受的“真理”？你的不信有理据吗？ 

    请检讨分享。  

 

想一想：约翰所显示的神学思想总是黑白分明：不是光就是黑暗，

不是属上帝就是属世界，不是真理的灵就是谬妄的灵。在

你的思想观念里，有哪些模拟两可的灰色地带？ 

 

试一试：与一位组员探讨你信仰生活中的疑惑，并寻求解答。 

 

背一背：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

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使徒行传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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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如何胜过世界？       28/04/23 

经文：约翰一书 5:1-5  出题人：杨沥芳传道 

 

讨论题： 

 

1. 从约翰一书 5:1-3，试分享：爱神和爱人之间有什么关联？ 

 

2. 神的诫命是什么？对你而言，神的诫命是否难守？为什么？ 

 

3. 如何理解“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4 节）？ 

 

4. 信徒如何活出胜过世界的生命？ 

 

想一想：你如何向弟兄姐妹表达你的爱？是否有什么需要突破自己

的地方？ 

 

试一试：试要求自己为了遵守神的诫命而放下自己的意愿，去做神

要我做的事，然后问一问自己，有何得胜之处？ 

 

背一背： 

因为凡从 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

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 神儿子的么？ 

（约翰一书 5 : 4-5） 

  



11 

09祷告要诀                    12/05/23 

经文：约翰一书 5:14-17 出题人：蔡求和牧师 

 

讨论题： 

 

1. 请分享你的祷告生活和经历。 

 

2. 我们经常不确定自己的祷告是否会蒙应允。然而，约翰却告诉我

们，我们向神所求的，可以「无不得着」（15 节）。约翰为何

如此肯定？你认为这其中有何要诀？  

 

3. 你如何理解“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16 节）？  

 

4. “ 爱是祈祷的动机，真理是其内涵，公义是它的目标“，你同意

吗？请分享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想一想：你有哪些祷告神没有回应？为什么神不回应？ 

 

试一试：为一件你确定神会应允的事来祷告。 

 

背一背：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麽，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

惧的心。（约翰一书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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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重生了吗？       26/05/23 

经文：约翰一书 5:18-21  出题人：蔡求和牧师 

 

讨论题： 

 

1. 怎么知道你是否已经重生了？ 

 

2. “从神生的“（18 节）是什么意思？  

 

3. 约翰说凡从神生的人，必不犯罪；为何我们信主后，有时仍犯罪？ 

 

4. 分享你信主后最大的改变，或你在这个系列的信息中，最大的得

着。 

 

想一想：有什么拦阻你与主密契？当如何去克服？ 

 

试一试：找出你生命中的一个短处，并尝试改进它。 

 

背一背：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

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

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约翰一书 5:20） 

 

 

 

 



13 

2023 年周六福音聚会，下午五点 

主题：“人生八福” 
 

 
 

日期 讲题 支持小组 地点 

25/02/23 贫穷者有福了？ 黄益民/郑书升 芽笼 

25/03/23 哀动者有福了？ 苏殷/李和民 碧山 

22/04/23 温柔者有福了？ 汤锦回/林志伟 芽笼 

27/05/23 饥渴者有福了？ 翁维丽/周树广 碧山 

24/06/23 青年布道 青年团契 芽笼 

22/07/23 怜悯人者有福了？ 傅国就/邓紫霞 碧山 

26/08/23 清心者有福了？ 吴品贤/司徒镇威 芽笼 

23/09/23 中秋节布道 林贤兴/黄思瀚 待定 

28/10/23 和睦者有福了？ 邹国强/王荣温 芽笼 

25/11/23 受逼迫者有福了？ 丘伟彬/陈美妹 碧山 

 

* 请支持小组负责安排：主席、司琴、招待、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