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33 周（2020 年 8 月 9 日–2020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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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必有用
目的：让组员认识到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内容：
1. 首先每位组员分享一个自己的爱好，或者行为的特质，比如：喜欢烹饪，爱说话…
2. 然后让每位组员右边的人说出这位组员的爱好或特质如何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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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赞美主

我的上帝

耶和华祝福满满

Eng Oan O Lo Chu

Goa E Siong-Te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田中的白鹭丝无欠缺什么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Chhan tiong e peh leng si bo khiam
kheh sia* mih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我要尊崇祢
Goa beh chun chong Li

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香味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

Soa* teng e pek hap hoe chhun thi*
hian phang bi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Goa e Siong-te goa e Ong ah!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我要尊崇祢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chun chong Li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我要永永远远

Mui jit siu* su chin hok khi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使地上发芽结实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总是全能的上帝
Chong si choan leng e Siong-te

每曰赏赐真福气

称颂祢的名

Ho' toe chiu* hoat ge kiat sit

Chheng siong Li e mia

显出爱疼的根据

我要永永远远
Goa beh eng eng oan oan

称颂祢的名
Chheng siong Li e mia

Hian chhut thia* thang e kun ki

*耶和华祝福满满
Ia-ho-hoa chiok hok moa moa

亲象海边土沙
Chhin chhiu* hai pi* tho' soa

恩典慈爱直到万世代
Un tian chu ai tit kau ban se tai

我要举手敬拜祂
Goa beh giah chhiu keng pai I

出欢喜的歌声
Chhut hoa* hi e koa sia*

赞美称颂祂名永不息
O lo chheng siong I mia eng bo s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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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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看自己 Less of me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8 月 1 日
马可福音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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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说到要爱人如己，当然我们要愿意彼此相亲相爱，不分彼此。若是当别人好好对待我们时，
我们就很容易去爱，但是当他们的行为充满伤害或是令人不愉快时，我们会去爱吗？我们会怎
样回应？耶稣呼吁我们要爱人如己，不只是他们可爱的时候才爱他们，不管他们的态度如何，
都要爱他们。
总共有五种爱的语言, 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要的爱的语言。如果你要别人来爱你，你就会希望他
用你的爱的语言来表达对你的爱，因为这就是你领受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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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展现爱心？
1. 试图去理解他人，而不只是被他人理解 Seek to understand, not just to be understood
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夠理解我们的人其实不多。每个人因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很难了解
对方的感受。倘若我们能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问题，就能从内心深处理解别人。这样，人与人
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就会越來越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到爱的语言。我们来看耶稣到底有没
有尝试去理解祂所接触的人，耶稣怎么医治一个患麻风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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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Matthew 8:2-3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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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见神跡发生。耶稣医治了这个麻风病人。但是我们要理解的是一位麻风病人所经历的一
些事。在旧约里上帝给了我们一些关于卫生的戒命来帮助我们保持卫生，在利末记里面就提到
了关于麻风病的教导。
利未记 Levit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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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风病人按照旧约律法，必须离群独居营外，因为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病毒。若在无
意间碰到健康的人，必须大声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样人们才可以避开他。
基本上，他们必须被隔离。因此，麻风病人可能几年都无法与任何的人接触，包括家人与朋友。
马太福音 Matthew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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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看到这个麻风病人时，怜悯地伸手触摸他。耶稣深知这个人因身体的疾病而被排挤和拒绝。
耶稣伸手触摸这个麻风病人，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是被接纳的。耶稣触摸他时跟他说“我
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方式了，让那个麻风病人得到爱。
2. 致力于改变自己，而不只是期望别人改变 Commit to change, not just expect change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对方改变，而不是自已要改变。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就不能在表
达爱的层面上有进展。理由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为了更好地表现和展
示爱，我们需要努力来为周围的人做出改变，而不是只希望周围的人会做出改变。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2:5-7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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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耶稣对我们表达祂的爱的时候，祂本身需要改变祂自己。祂没有改变祂的本质，但是在其他
方面祂必须改变自己。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祂把自己变为了零！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而
造的，可是这里创造者却取了创造物的形象，我们与耶稣的角色颠倒过来了。耶稣是多么愿意
的做出改变，使我们感受到祂对我们深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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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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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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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别人洗脚是最低的仆人的身份。我们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但是祂却取了奴
仆的身份，因为祂要表达祂对门徒的爱。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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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地位的，可是耶稣却为了罪，来展现祂是多么的爱我们。耶稣用一
个强而有力的沟通方式让我们明白祂的爱。最大的关键是，耶稣不是在指望我们改变，祂知道
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所以在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的时候，祂先改变祂自己，替我们成为罪，好叫
我们在祂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学习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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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曾经有过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问题而解決冲突的经厉？请分享。Have you ever
had the experience of resolving conflicts by standing in the position of others? Please
share.
Q2. 若我们要效仿耶稣去改变自已来表达爱，你会如何做？请分享。If we were to imitate
Jesus to change ourselves and express our love, what would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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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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