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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主日信息「十字架是愛的記號」

講員：黃玉玲 傳道

十字架是愛的記號，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祝福

流程

活動內容
準備 1.聚會前 30 分鐘抵達並做好場地、器材預備。
30min 2.保持愉快舒適的氣氛。(輕聲播放輕快讚美的詩歌或音樂)
3.同工會前一起禱告並笑臉相迎。(手機關閉或靜音)

人員
組長
同工

1.鼓勵組員帶新人來，並營造歡迎的氣氛迎接。
全組
2.座位安排：讓新人和邀請者坐在一起，並讓他的兩側都坐小組員。
3.歡迎新人：先讓小組員簡單自我介紹（姓名與工作），再邀請新朋
友介紹自己，拍手歡迎，向新人說：「一次歡迎，永遠歡迎」。
破冰 活動名稱：「我愛你、謝謝你」
同工
步驟:
15min 1.小組圍圈坐，向左邊的人說「我愛你」，向右邊的人說「謝謝
你」，不能混淆。
2.帶領者指定由某人開始，他可以選擇向左邊的人說「我愛你」，
或向右邊的人說「 謝謝你」 ，若他向左邊的人說「我愛你」，
左邊的人可以回應他「 謝謝你」，或選擇再向左邊的人說「我
愛你」，依此類推。
3.若未依照規則說話就算「醜一」，包括說了「我愛你」或「謝謝
你」以外的話（如：「我也愛你」），或是說錯話（如右邊的人
說「我愛你」時，也向右邊回應「我愛你」），遊戲節奏要越來
越快，也可以增加誇張的情緒，增添趣味。
歡迎
5min

結語：上帝愛你，不是愛你所做的，也不是愛你所有的，他是愛你這個人。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組長
15min 1.【屬天的喜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nadbmCeEs
組員一人一句，輪流開口讚美神的屬性和作為，小組長禱告結束，禱 或
同工
告節奏漸慢，進慢歌，請大家繼續敬拜：
2.【愛 我願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5ZtTqsf9Q&t=14s
3.Soaking：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h9X2oPhpA
請小組長按著聖靈感動為全組或個人說造就、安慰、勸勉的話，也求
主醫治身心靈，之後再結束禱告。
見證
靈修
經文
話語
40min

1. 與主題相關性的見證 (1 人-事先安排或現場鼓勵)
2. 靈修心得分享(1 人-請小組長務必帶領分享)
【羅馬書 5:6-11】
【分享題目】有什麼符號特別讓你印象深刻，為什麼？

組長
同工
聖經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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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看見了神的愛…嗎?!
我們來想一下，我們是如何來到教會? 為什麼會相信耶穌?會繼
續留在教會? 我們都能講出許多神愛我們的經歷。
這很奇妙，因為我們肉眼沒有辦法看見這位神，又怎麼能感覺到
神愛我們呢? 有首詩歌「看見神的愛」，歌詞提到:我看見神的愛，
在溫暖的陽光；我看見神的愛，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見神的愛，在憐
憫的心腸；我看見神的愛，在你我的臉上。在每個微笑，在每個擁
抱，在每個祈禱，我能看見神的愛。的確，我們可以從大自然中看見
神的愛，神的愛就充滿在祂所創造的這個世界。我們也能從人與人的
互動中，感受到神的愛，比如，在我們需要的時刻，有人伸出援手幫
助我們。或用見證和神的話鼓勵我們，使我們心裡有力量。還有，在
生活工作中也會經歷神的愛，像似疾病得到醫治。找到一份合適的工
作。用很優的價格賣了或買了房子。或者從過往的傷害中被釋放得到
安舒。個性從原本多憂多疑變得喜樂平安…。
但如果只把這樣的經驗當作是神全部的愛的話，這有很大的風
險。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感受到氣候越來越異常；空氣品質不佳常
常霧霾一片；各地的地震海嘯帶來的傷亡和財物的損失；地球上有許
多地方糧食短缺，有將近 8 億人正遭受慢性營養不良的摧殘痛苦。看
到這些景況，我們怎麼看神的愛? 我們會想:神是不是遺忘了祂所創
造的世界? 神不是有大能嗎? 祂怎麼沒有保護? 祂怎麼許可這樣的事
情發生? 神的愛在哪裡呢?
有人說，人是最美的風景。同樣的，如果人與人之間充滿愛跟
善意的互動就等完全於神的愛的話，那麼，每一天的新聞報導中，鬥
毆打架，言語和暴力的傷害，兩造之間的互告，槍擊事件，爆炸
案…。當這些事情發生時，我們又如何解釋神的愛? 不要說外面的世
界，就是在教會裡面，當我們為著疾病得醫治感謝主，覺得神好愛我
們的同時，還有許多人正面對生活中的意外跟痛苦，他們仍在生病與
難處的煎熬中。
我們很容易以「自我」的出發點來理解愛。常覺得愛就是要按照
我想要的給我那就是愛。反過來，如果不是照我想要的給我，我就覺
得沒有愛、不愛我。有時候，我們也會這樣看待神的愛，當神祝福工
作順利、感情甜蜜、身體健康、人際關係好、成就我們禱告…時，就
覺得神好我，我也愛這樣愛我的神；但當沒有得到所期待的，或者當
我們失去了我認為應該擁有的任何東西時，就覺得神不愛我、不在乎
我，就質疑說:為什麼? 其實，不是神不愛我們，或是神收回了祂的
愛，而是我們常常沒有看懂神的愛。
讀羅馬書 5:6-11，「5 當我們還軟弱，沒有能力使自己成為神眼
中正直清白的那種人時，6 基督照著神選定的時刻，為我們罪人而
死。7 很少有人會為正直清白的人犧牲。慈善的人，因為他救濟過人
家，也許有人會為他死；8 然而，當我們既不是正直的人，也不是慈
善的人－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神就讓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
而死，顯示了祂對我們的愛！9 我們現在既然已經藉著基督而免去神
的憤怒與審判。10 如果我們和神為敵的時候，尚且能藉著祂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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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而和祂重歸於好之後，將來豈不更能藉著祂兒子復活的生命而得
到拯救，免於永遠的懲罰。11 不但如此，我們既然藉著主耶穌基督
和神重歸於好了，現在便能藉著祂，而以我們和神美好的新關係為
樂。」(簡明本)
【分享題目】請分享你在何時或何種處境下，接受並感受到神的愛？
二、十字架是愛的記號
十字架是什麼樣的愛的記號?
1.是不合情理的愛
為什麼呢?第 6 節，「當我們還軟弱，沒有能力使自己成為神眼中正
直清白的那種人時，基督照著神選定的時刻，為我們罪人而死。」神
的愛是為罪人死的愛，這實在不合情理，因為我們的邏輯是好人被人
愛；可愛有人疼，好心有好報，惡人遭惡報，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才
公平，才有天理。誠如，第 7 節說，「很少有人會為正直清白的人犧
牲。慈善的人，因為他救濟過人家，也許有人會為他死。」一個為人
處事正直、清白，我們會尊敬他，但大概不會為他去死。如果換成另
外一個，曾經救濟幫助我們，我們可能會試著回報他的恩惠，但是要
感激他到為他死，這也是不常見。或許有人會為他愛的家人，或是有
革命情感的夥伴與自己心中的理想犧牲生命，但沒有聽過有人會替他
的仇人死、為恨他、討厭他的人犧牲。看看我們生活的周遭，因為了
仇恨、怒氣、利益、感情、宗教情節…去殺人，這樣的新聞天天上
演，殺人的事不稀奇，為仇人、對頭、競爭者、看不順眼的人死的
事，不曾耳聞。因為十字架是不合情理，是為罪人死的愛之記號。
2.是為罪人死的愛
第 8 節，「然而，當我們既不是正直的人，也不是慈善的人－在
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神就讓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而死，顯示
了祂對我們的愛！」這經文清楚告訴我們，十字架是神的兒子為罪人
死的愛。十字架是這樣的一個記號。
如果要形容罪人的樣子，其實就是拒絕接受創造世界的神成為他
生命的主宰，不願意相信倚靠祂，反而自己造神，把被造的人事物
(石頭.木頭.已故的人)當作神來崇拜。當人內心軟弱時，常自憐自
苦。為了利益，表現出來的樣子實在差勁與醜陋，自私自利。有時覺
得不錯很棒時，就驕傲得不可一世，自傲。遇到困難阻礙就發牢騷跟
抱怨，自怨自艾。比不上別人時，就自卑。覺得自己有所得、有經驗
時，就自義。罪人的樣子就是「自」字輩，自傲、自卑、自憐…，就
是對你我生命的描述，我們真實的樣子是徹頭徹尾的罪人。原來，耶
穌為罪人死，就是為我們死。因此，當我們要面對神聖潔、公義標準
的審判時，那就完了，因為罪的工價就是死，我們沒有一個人能逃脫
死亡。死亡的意義在聖經來說，就是永遠地與神的生命隔絕，沒有關
係。
神知道我們的樣子，認識我們的本相，也知道生命的結局。在我
們還是罪人(作罪人)的時候，耶穌基督就代替我們，成為贖罪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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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祭物，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們脫離死亡的咒詛。因
此，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不只是兩千多年前那些猶太人的領袖跟
喊著釘耶穌十字架的群眾，也包括你我，是我們的罪，是神的愛、是
耶穌甘願代替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為了洗淨我們的罪，為了使我們
可以跟神恢復關係，得著拯救。
神兒子耶穌基為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讓我們看見神的愛
實在太過分、太超過了!如果神對我們的愛要表現地稍微合情合理一
點的話，至少要讓身為罪人的我們，對於所犯的罪有所表示，比如，
行善積德、贖罪補過。然後，看補的情況與態度如何?再決定要不要
為我們死、再決定誰有資格可以獲得救恩，不是嗎?!但神卻不是這
樣，耶穌為罪人死，我們就知道十字架的愛不是我們可以用任何條
件、資格、功德來換(賺)取。不僅不此，這十字架的愛還為我們帶來
生命的祝福。
三、十字架的愛帶來祝福
1.重歸於好，得到拯救
第 10 節，「如果我們和神為敵的時候，尚且能藉著祂兒子的死
亡而和祂重歸於好之後，將來豈不更能藉著祂兒子復活的生命而得到
拯救，免於永遠的懲罰。」當我們承認自己是罪人，接受十字架的救
恩相信耶穌時，我們就有一個新生命，是跟神關係和好的生命，從前
是隔絕、死亡的，現在是和好、復活。也就是當面對死亡時不害怕的
原因，因為知道要去哪裡。死亡之門的另一面不是如燈滅，下地獄，
去輪迴，而是回家了，神(天父)說:孩子，歡迎回家! 不再有地上的
悲情、痛苦、疾病、無奈、眼淚了。十字架愛的記號就是耶穌的死，
使我們與神和好，得到救贖。
不僅如此，在我們尚在地上生活時，因為我們生命裡有新(聖)
靈，有新樣(神的 DNA)，雖然外貌長相仍是一樣，但裡面的心不一
樣! 我們跟神和好，就會想要跟人和睦，這是新生命的本能現象。有
一位弟兄分享，從前若有 1 人瞧他瞪他，他就去叫 10 人回來揍他。
那一天，有一人罵他 3 字經，他是先生氣惱怒想找人揍他，但他想想
就饒恕放過那人。
請問，一個跟人對立的人可愛，還是一個與人和睦的人可愛? 我
不是要說誰對誰錯；不是說誰有理誰沒理，而是說一個人的生命有與
人和睦的能力。十字架的愛使我們有愛人的能力，這是很棒的祝福!
從前我們總是手心向上，覺得別人應該對我們好，別人需要照顧我
們，別人欠我們好多東西。但如今我們成了手心向下的人，可以讚美
別人，與人分享，關顧別人的事，這是何等美好的人生。
從前我們會以消費者的老大心態與人互動，使喚、看輕、自以為
是。現在我們能十字架的代言者與人互動，讚美、祝福、不自以為
是。就像開幸福小組一樣，分享見證、經歷、信仰、禮物、點心、教
會、家，十字架的愛的記號使我們成為一個敞開祝福別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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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歸於好，以神為樂
第 11 節，「不但如此，我們既然藉著主耶穌基督和神重歸於好
了，現在便能藉著祂，而以我們和神美好的新關係為樂。」十字架愛
的記號使我們以神的眼光為樂，以神為我們的價值觀，愛祂所愛、惡
祂所惡。有一姊妹的先生從 105 年生病，至今無法上班工作，而且因
經濟的關係，還搬去跟公婆同住。她說，如果不是信耶穌早跑了，離
婚了!因耶穌的愛對她不離不棄，她也靠耶穌的愛，愛先生、照顧先
生、接納公婆，學習認識公婆，與他們和睦相處。她說，好奇妙喔!
從前常覺得公婆不可理喻，很難相處，觀念邏輯好奇怪。現在則覺得
公婆挺和善、挺善良。為什麼呢? 因為姊妹以神為樂，以神的眼光為
樂，神的眼光在她身上，神的眼光全然美善，她看公婆自然順眼多
了。順眼就好相處，好相處就有力量，有力量心裏就喜樂了。
當我們感覺不到或懷疑神的愛時，並不是那些看起來不好的事情
破壞了神的愛，或者使得神的愛變得軟弱或消失。因為十字架是愛的
記號，是不合情理的愛的記號。也是為罪人死的愛的記號。這肉眼看
不見的愛的記號(接受相信)也為我們的生命帶來祝福，祂使我們與神
重歸於好，得到拯救，擁有永遠的生命，將來會回天家。祂使我們的
生命以神的眼光為樂，愛神所愛的，不隨世界潮流走，而且使我們有
生命的影響力，能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讓許多人ㄧ同來經歷十字架
的愛。
【分享題目】面對生活的難處，十字架的愛如何給你信心？
結語:十字架對我們而言，是愛的記號，是神給所有信耶穌的人的祝
福，我們要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同在及眷顧，祂會給我們真正的平
安、真正的喜樂！
報告 1.分享彼此需要並代禱。
2.為十一屆幸福小組預備週及與 Best 關係聯繫禱告。
15min 3.4/14(六)舉辦春季郊遊，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踴躍參加。
點心 剛才沒有分享和作見證的人，可以藉此機會分享。並享用點心。
屬天的喜樂
領受天堂來的喜樂
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
我感受你 奇妙大愛
在我生活中常與我同在
領受天堂來的喜樂
那是我心中榮耀的盼望
我感受你 大能力量
平靜我心中 極大的風浪
哈利路亞 你永遠居住在我心中
我心不再憂愁失望
因你是我生命力量
哈利路雅 我要歡呼歌頌你聖名
屬天喜樂現在降臨 充滿我心

愛 我願意
十字架上的光芒 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 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 完全的擺上
願主愛來澆灌我 在愛中得自由釋放
我願意降服 我願意降服
在你愛的懷抱中 我願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永遠在你懷抱中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