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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2 周（2020 年 8 月 2 日–2020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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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回到过去  

目的：让组员彼此了解大家从小的经历不同，更能相互理解和包容。 

内容：请每个组员用肢体动作（不可以用嘴说）来介绍他小时候最爱玩的一种游戏，请其他组

员猜那是什么游戏。猜完后可以请那个组员进行一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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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 来赞美主 
Ha-li-lu-ia! Lai o lo Chu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Ha-li-lu-ia o lo Ia-so' goa e Chu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屈膝敬拜 
Hiong goa e Chu kui loh keng pai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 
Goa hiong goa e Chu gia khi siang chhiu 

向我的主敬拜 
Hiong goa e Chu keng pai 

尽心尽性 
Chin Sim Chin Seng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用诗歌来赞美祂 
Goa beh eng si koa lai o lo I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Goa beh chin sim chin seng lai 

keng pai goa Chu 

我要天天赞美祂 
Goa beh jit jit o lo I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祂配受极大赞美 
I phoe siu kek toa o lo 

因我的神是伟大的神 
In goa e Sin si ui toa e Sin 

我要尽力来赞美祂 
Goa beh chin lat lai o lo I 

无限的爱 
Bo Han E Ai 

 

主祢是我的生命 
Chu Li si goa e se* mia 

风雨同心逗阵走 
Hong ho' tang sim tau tin kia* 

梦中有祢甲阮来作伴 
Bang tiong u Li kap goan lai choe phoa* 

脚步有祢的引导 
Kha po' u Li e in chhoa 

(2X) 
 

感谢祢对阮的爱 
Kam sia Li tui goan e ai 

给我机会对头来 
Ho' goa ki hoe tui thau lai 

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 
Thi* teng peh hun phoa* goan chau 

thian gai 

天使永远甲我同在 
Thi* sai eng oan kap goa tang chai 

 

*我欲大声唱互人知 
Goa beh toa sia* chhiu* ho' lang chai 

耶和华有无限的爱 
Ia-ho-hoa u bo han e ai 

世间的人拢来敬拜 
Se kan e lang long lai keng pai 

耶和华是完全的爱 
Ia-ho-hoa si oan choan 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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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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爱 Showing Love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0 年 7 月 25 日 

 

约翰福音 John 15:12-13  

12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13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

这个大的。 

 

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甚至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群体里彼此

相爱。爱既是情感也是行动。爱是一种能感受到的情感，但也需要用行动来表明。我们的行动

可以更清楚的让对方知道我们对他的爱。盖瑞·查普曼牧师说爱就像语言一样，是需要借着沟通，

才能表达出来的。若这语言不是用一个正确、清楚的方法表达，对方可能就会错意了。 

 

盖瑞·查普曼牧师研发了“五种爱的语言”，是五种表达爱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表达

我们对任何人的爱意。 

 

五种爱的语言： 

1) 肯定的话 – 当有人对你说出肯定的话时，你会感受到被爱。 

2) 接受礼物 – 当有人给你礼物时，你会感受到被爱。 

3) 精心的时刻 – 当有人给予你 100%的时间，全心全意对待你时，你会感受到被爱。 

4) 服务的行动 – 当有人帮你做事，服务你时，你会感受到被爱。 

5) 身体的接触 – 范围很广，从夫妻的亲密关系到朋友的轻拍肩膀。当一个人触摸你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被爱。 

 

我们如何有效地表达爱？ 

 

1. 踏出自己的“爱的语言” Step out of our own “Love Language” 

 

若我们要有效地表达爱意，就不能只用自己的爱的语言去表达对别人的爱。我们必须愿意踏出

自己的爱的语言，以其它爱的语言去表达爱。彼此相爱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不要只顾我们自己

的需要，要多多地去顾别人的需要。 

 

“爱是你为一个人，而不是为自己做的事情。” —— 盖瑞·查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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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15:13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爱是需要牺牲的，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身上，更多去关心和照顾他们，愿意为他们付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主要爱的语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自己爱的语言也是我们愿意去给予的方式，

也是我们觉得舒服的方式。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们有一样的爱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不愿

意踏出我们自己的爱的语言，不能有效地表达我们对别人的爱意。最重要的原则其实是要舍己。 

 

路加福音 Luke 9:23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

跟从我。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3-4 (CCB) 

3 凡事不可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要心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4 各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

也要为别人的需要着想。 

我们不可以只顾自己，要为着别人的需要着想。爱从来就不是为了方便。如果我们可以踏出自

己的爱的语言，那么在群体里面，每个人都可以被照顾到，而不是那些正好和我们的爱的语言

一样的人才被照顾到。 

 

2. 满足他人的“爱的语言” Satisfy someone’s “Love Language” 

 

当我们知道了别人爱的语言之后，就可以更有效的去表达对他们的爱了。 

 

“如果我们希望彼此相爱，我们需要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 —— 盖瑞·查普曼 

 

耶稣使用了所有五种爱的语言去满足不同的人，使他们感受到耶稣的爱。 

1) 肯定的话 - 马太福音 Matthew 16:18 (CCB) 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

我的教会，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它。 

2) 接受礼物 - 路加福音 Luke 22:19 (CCB) 接着，祂拿起饼来，祝谢后，掰开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为你们牺牲的身体，你们今后也要这样做，以纪念我。” 

3) 精心的时刻 - 路加福音 Luke 5:29 (CCB) 随后，他在家设宴款待耶稣，赴宴的人中有许多

税吏和其他人。 

4) 服务的行动 - 约翰福音 John 13:4-5 (CCB)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外衣，把毛巾束在腰间， 

然后倒了一盆水为门徒洗脚，用束在腰间的毛巾擦干。 

5) 身体的接触 - 马太福音 Matthew 8:3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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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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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真心的去爱一个人，他必须要感受到我们那真诚的爱。我们要学习用对方主要爱的

语言去满足他，这样才能确保对方有效的感受到我们的爱。 

 

这五种爱的语言是一个很好表达爱的工具，但我们不把我们的信心摆在这工具上，而是把信心

摆在耶稣基督里面，效法祂的生活。 

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 

上帝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去爱别人，我们要学习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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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分享自己主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请分享上一次你领受到自己的爱的语言时的感受。

Share with each other what is your main love language? Please share how you felt the 

previous time you received your love language. 

 

Q2. 请分享你上一次借着他人的爱的语言表达爱的经历。过后，你与那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改

变吗？Please share your experience the previous time you showed love to someone 

through the person’s love language. Thereafter, di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at person 

change? 

 

Q3. 你是一个以自己爱的语言去表达爱的人吗？在表达不属于自己爱的语言方面，你有什么挣

扎？彼此分享后，组长带领大家一起祷告。Are you a person who shows love in your own 

love language? What are your struggles in showing love with other love languages? 

After sharing with each other, cell leader leads everyone to pra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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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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爱新加坡 40 天禁食祷告 

今年爱新加坡的 40 天禁食祷告的主题是“从长远来看”。这主题取自希伯来书，一篇为危机

中的教会所撰写的信息。由于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限制，我们今年不会分发 40 天的祷告手册。 

从 7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灵修和祷告资料将会每天刊载在 40 天 2020 的网站： 

lovesingapore.org.sg/40day/2020 

你可以每天从 0001 时起，上网查阅该天的灵修与祷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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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进行。 

 在《爱新加坡》的 Youtube 平台和面簿页面播映： 

o youtube.com/lovesingaporeonline 

o facebook.com/lovesingapore.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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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