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2 周（8 月 2 日–8 月 8 日）
A. 欢迎 Welcome（10 分钟）: 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破冰游戏:
五种爱的语言：1.肯定的言辞 2.接受礼物 3.精心的时刻 4.服务的行动 5.身体的接触。轮
流分享自己主要爱的语言，知道了彼此爱的语言，就能够更有效的去表达跟领受爱，建立一
个充满爱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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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神迹的神

天开了

我神真伟大

祢是行神迹的神
绝望中赐下盼望
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
在祢没有不可能的事

我祷告等候 祷告等候
我渴望祢荣耀降临
我祷告等候 祷告等候
我渴望祢荣耀降临

尊贵荣耀君王 在全地之上
愿万民都喜乐 全地都喜乐
主祢满有荣光 黑暗都躲藏
万民高声唱 齐来高声唱

祢是行神迹的神

彰显祢同在 伸出祢的手

我神真伟大

绝望中赐下盼望
在祢没有转动的影儿
每个应许都实在阿们

触摸我们 医治这地
彰显祢同在 纪念祢百姓
恩待怜悯 拯救万邦

歌颂祢圣名 真伟大
全地都看见 我神真伟大

所以我要 要欢呼
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
直到耶利哥的城墙
一片片倒塌
所以我要 要相信
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祢国度降临 祢旨意成全
我们看见天开了 神荣光照耀
圣灵江河 从天浇灌
燃烧我热情 为耶稣

直到每个大能应许
都完全成就 成就

圣灵火燃烧 炼净我的生命
从罪中得释放 能自由地飞翔
圣灵火燃烧 医治恩膏涌流
使我们得完全 进入神的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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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永在君王 从今直到永远
祢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祢是三一真神 父子与圣灵
真神的羔羊 全能神羔羊
祢至圣尊名 配受大赞美
全心歌颂 我神 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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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看自己
日期：2020 年 7 月 26 日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马可福音 12:29-31
29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30 你要尽
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31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
命更大的了。”
经文在 31 节提到我们要爱周边的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我们要怎样爱人如己呢？就是把周围的
人当着自己。我们要怎样让他人来爱自己，就必须以让对方能够领受的方式去爱他。所以说
爱人如己，就要去了解对方的爱的语言，少看自己。我们必须越来越少的把焦点放在自己的
身上，若要表达爱，就要超越自己。
我们如何能更好地展现爱？
1. 试图去理解他人，而不只是被他人理解
我们在任何的群体里面，都会碰到意见不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希望被他人理
解。但是，若在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别人去理解自己，就沒有人会理解对方了。
马太福音 8:2-3
2
有一个患麻风病的人跑来跪在祂跟前，说：“主啊，如果你肯，一定能使我洁净。”3 耶稣
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人的麻风病就立刻洁净了。
利未记 13:45-46
45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
净了！不洁净了！’46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旧约里面，患麻风病的人，基本上是被孤立和隔离的。他们和家属与朋友没有身体上的接触。
但圣经在马太福音八章三节说到：耶稣伸手摸他，说我愿意！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方式使麻
风病人领受到爱，因为他己经很久没有身体的接触了。这里耶稣就特别的去触摸他。
马太福音 8:13 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
就好了。
耶稣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宣告，仆人就得医治了！
马太福音 8:32 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
这里提到耶稣只要说就可以了，祂其实不需要有肉体上的触摸，就可以行神蹟了。可是耶稣
却摸了那个麻风病人，因为祂明白这个麻风病人需要领受爱的方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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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9:5-6
5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6 他就急忙
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耶稣在这段经文说：我必住在你家里。祂没有说我可以住在你家吗？耶稣的言语和行动表达
了祂对撒该的爱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撒该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因为他感受到耶稣的爱。
一个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的税吏，耶稣竟然愿意和他在一起。耶稣不是说去探望他，而是
要住在撒该的家，因为耶稣明白撒该的心情，祂非常明確表达爱给撒该。若每一个人都学习
耶稣的榜样，爱人如己，这岂不是用最好的方式来表达爱吗？我们若没有理解对方，就没有
辦法用最好的方式来表达爱。
2. 致力于改变自己，而不只是期望别人改变
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对方来改变，可是我们必须致力于改变自己。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我们
就不能在爱的层面上有进展，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耶稣对我们表达爱的时候，祂本身需要
改变自己。祂没有改变祂的本质，但在其他的方面、方式，衪改变了自己。
腓立比书 2:5-7
5
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6 祂虽然本质上是上帝，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
的地位不放，7 反而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降生为人的样子。
耶稣怎样改变自己？祂本质上是上帝，但却甘愿放下一切，取了奴仆的形象，耶稣这么的爱
我们。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把自己变成了零，变成了我们人类的样子，把次序完全
颠倒过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可是这里的创造者，却取了被创造物的形象。这就说
明了耶稣是那么愿意的改变，让我们看见祂对我们的深爱。耶稣成为人，不单单成为了奴仆。
我们如果拿人类和耶稣比较，我们是非常的渺小卑微的，就如灰尘一样。所以耶稣变成了人，
就好像灰尘一样。耶稣愿意改变祂的身份地位，让我们领受到祂的爱。
约翰福音 13:1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耶稣爱他们到底的意思，就是为他们而死。也就是说耶稣愿意改变自己的身份，让我们可以
领受到祂对我们所表达的爱。
约翰福音 13:3-5
3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4 就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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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
手巾擦干。
在当时的社会，为人洗脚是最卑微的仆人所做的。耶稣虽然是万王之王，可是祂却取了奴仆
的地位，因为祂愿意改变祂自己，来表达祂对我们的爱。
约翰福音 13:6-8
6
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7 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
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8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
与我无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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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震撼于耶稣所做的。这不是一个万王之王该做的，他不能理解。
我们常说爱要做过头，但我们对做过头不明白，以为做过头是礼物要大、要贵。其实做过头
不是代表一件礼物，它是一种非常明确、清楚表达爱的方式，能够让人震撼惊讶，不知所措。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罪在上帝的本质里面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可是耶稣却成为了罪，来展现出祂是多么的爱我们，
把这种爱用強而有力的方式使我们明白。如果耶稣不愿意改变，我们就没有辦法提到牺牲性
的爱。福音最大的关键是耶稣没有指望我们先改变，祂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所以祂先改
变自己，因为祂的爱是做过头了。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耶稣愿意改变。如果我们效法耶稣
如何的去爱他人，这群体就是一个爱的群体。
马可福音 12:32-34
32

33

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
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34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
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文士明白耶稣说的是有道理的，他回答的是有智慧的，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里并
不是说文士差不多要到天堂了，而是明白神的国是如何运作。如果我们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
去理解别人，致力于改变自己，我们这个群体就离神的国不远了。当我们彼此相爱如同耶稣
爱我们一样，那就像天堂了。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呼求上帝教导我们如何
用祂的爱去爱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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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有机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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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经历过神在某种特别的情况当中，对你表达了祂的爱？那是一种怎样的经历？请
分享。
Q2.爱要做过头。分享一个别人对你做过头的爱，那人是谁？他对你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
你有什么感受？
Q3.轮流分享在接下来的一周，你将以什么方式去表达你对家人、朋友、组员、邻居、同事
或年长者的爱？然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
背诵经文：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D. 服事 Work（15 分钟）：服事时间是聚焦异象及服事，祷告的时候 ：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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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栽培”课程
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疫情目前的情况，有关生命栽培的课程将另行通知。
2. 神大能的日子
神大能的日子标志着 40 天 2020 的结束。今年，此活动将于 8 月 7 日（星期五）晚上 7.30 在
线上进行。在《爱新加坡》的 Youtube 平台和面簿页面播映，仅以英语进行。让我们与新加
坡的众教会同心聚集，在新加坡 55 岁之前来为她祷告与敬拜神。你可以在以下平台订阅并关
注爱新加坡：
• youtube.com/lovesingaporeonline
• facebook.com/lovesingapore.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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