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12 周（2020 年 3 月 15 日–2020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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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创意点子
目的：动一动脑筋
内容：
如果你需要负责买$10 的茶点供给正在开会的 20 个人，你会怎样做使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分组想一想，有何创意点子，然后每一组派代表轮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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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歌颂赞美

避难所

保守我的心

It Chhe Ko Siong O Lo

Pi Lan So'

Po Siu Goa E Sim

一切歌颂赞美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啊保守我的心

It chhe ko siong o lo

Siong-te si lan lang e pi lan so'

Chu ah, po siu goa e sim

都归我主我的神

是我们的力量

胜过保守我的一切

Long kui goa Chu goa e Sin

Si lan lang e lat liong

Seng koe po siu goa e it chhe

祂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是我们在患难中

因为一生的果效

I si phoe tek ko siong kap o lo

Si lan lang ti hoan lan tiong

In ui it seng e ko hau

我们高声呼喊

随时的帮助

是由我的心里发出

Lan lang ko sia* ho' hoah

Sui si e pang cho'

Si tui goa e sim lai hoat chhut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哦恳求主洁净我心

Ha-li-lu-ia, Ha-li-lu-ia

O khun kiu Chu kiat cheng goa sim

高举耶稣之名
Ko ki Ia-so' e m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我要歌颂祂

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Goa beh ko siong I

Ui goa cho chit kho chheng kiat e sim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

O lo Chu, Ha-li-lu-ia

Ha-li-lu-ia, Ha-li-lu-ia

Khun kui Seng Leng khia ti goa lai bin

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要赞美祂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O lo Chu, Ha-li-lu-ia

Goa beh o lo I

Ho' goa tiong sin u chia* tit e leng

哈-利-路-亚!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赞美主, 哈利路亚
O lo Chu, Ha-li-lu-ia

哈-利-路-亚!
Ha-li-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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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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爱 Love

讲员：邝保亮主任牧师 Ps Daniel Khong

讲道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上帝，也要彼此相爱。只有当我们理解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才能彼此相
爱！
约翰福音 John 3:16-17
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17 因为神
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圣经里提过六百多次。上帝超自然的爱要赐给你、我和这世上的每
一个人。爱是一种许多人都会经历，但少数人能够享受的情感。
“爱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 —— 大卫·威尔克森
真正的爱不只是一种藏在心里的感觉，而是要以行动展示出来的。
若我们要展示出我们对周边的人的爱，我们必须愿意做出：
1. 有价值的服侍 Serve Usefully
爱就是要去服侍，不是用咀巴说说而已。爱是必须展示出来的，而且是可以被衡量的。
约翰福音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
得永生。
上帝用行动展示出来祂对世人的爱，祂将祂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我们。
路加福音 Luke 5:13 (CCB)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身上的麻风病立
刻消失了。
主耶稣伸手触摸麻风病患者就是一种爱的行动，麻风病患者能深深地感受到。
“在新约圣经里，爱多以动词的形式来表示，而非名词。爱多和行动有关，而非感觉。爱他人
的呼召不在于产生某种感觉，而是做出有价值的行动。” —— 斯普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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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1 John 3:16-18 (CCB)
16 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由此便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姊妹舍命。17 如果一个
丰衣足食的人看见贫穷的弟兄姊妹，却毫无怜悯之心，怎能说他爱上帝呢？18 所以，孩子们
啊，不要单在口头上说爱人，总要以真诚的行动表现出来。
爱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是以行动去爱周边的人，包括我们不喜爱的人和我们的敌人。
马太福音 Matthew 5:43-48 (CCB)
43“你们听过这样的话，‘要爱邻居，恨仇敌。’44 但我告诉你们，要爱仇敌，为迫害你们
的人祷告。45 这样，你们才是天父的孩子。因为祂让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
恶人。46 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值得嘉奖的呢？就是税吏也会这样做。47 如
果你们只问候自己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外族人也会这样做。48 所以，你们要纯全，
正如你们的天父是纯全的。
为敌人祷告，好像不合理。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要活在超自然里，去爱我们的敌人、服侍他们、
为他们祷告。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3:4-7 (CCB)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5 不轻浮无礼，不自私
自利，不轻易动怒，不怀怨记恨，6 不喜爱不义，只喜爱真理；7 凡事能包容，凡事有信心，
凡事有盼望，凡事能忍耐。
上帝要我们以这种真诚完全的爱去爱我们周边的人。
“当我们的生命在非信徒眼里是合理的，那就有问题了。” —— 陈恩藩
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就是要超过世界的标准，让世人看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
2. 无条件的牺牲 Sacrifice Unconditionally
约翰福音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
永生。
“独生子”是非常珍贵的，但上帝却愿意牺牲祂的独生子耶稣，无条件地赐给我们。
“一切信祂的”表示还有一些是不信祂的。
约翰福音 John 3:17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上帝无条件赐下独生子耶稣，虽然只有一部分的人信祂，但祂仍然愿意做出了牺牲，以致世上
的每一个人都能被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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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 1 John 4:9-10 (CCB)
9 上帝差遣祂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是为了叫我们靠着祂得到生命。这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
爱。10 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并且差遣祂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
爱。
这经文清楚地显明了无论我们是否选择爱上帝，上帝已选择爱我们！
罗马书 Romans 5:6-8 (CCB)
6 当我们还软弱无助的时候，基督就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7 为义人死，是罕见的；为好
人死，也许有敢做的；8 但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
当我们还是上帝的敌人时，祂已经爱我们了。若非上帝活出经文的真理，你和我今日都不可能
还活着。
“尽管我们的情感变化无定，但神对我们的爱却不是如此。” —— 路易斯
约翰一书 1 John 4:7-8 (CCB)
7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人都是从上帝生的，
并且认识上帝。8 没有爱心的人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约翰 3:16 是上帝以无条件的爱(Agape)来爱我们；而这经文是要我们同样的以无条件的爱
(Agape)彼此相爱。只有当我们领受了上帝超自然的爱，才能去爱我们周边的人。
“神将不可爱的人放在我们四周来教导我们去爱人。因为去爱可爱的人或爱你的人，无需任何
品格也能做得到。” —— 华理克
“如果我们心中有神的真爱，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出来。我们无需到处宣扬。爱会在我们
的言语和行为上表现出来。” —— 穆迪
我们要彰显上帝的爱，愿意做出有价值的服侍，做出无条件的牺牲，并选择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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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请分享你如何能在家里或小组里以具体的行动来
展示出你对家人/组员的爱？"Love is not only something you feel, it is something you do."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show your love for your family members/cell members with
specific actions at home/cel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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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请分享你曾经因为爱的缘故所做出的某种牺牲。你当时为什么愿意做出牺牲呢？Please
share certain sacrifices you have made because of love. Why were you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n?
Q3. 你愿意无条件地以爱心去服侍你周边的人吗？请分享你如何能爱你生命中那些不可爱的人？
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分享，然后彼此祝福祷告。Are you willing to serve the people around
you with love unconditionally? Please share how you can love those unlovable people
in your life? Share in groups of 2s or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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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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