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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流程

主日信息「讓你的家被喜樂充滿」

講員：徐延政 長老

靠著愛的行動，與一顆願意為神改變的心，使家庭恢復神應許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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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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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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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充滿」
同
步驟:
工
15min
歡迎
5min

1.請小組員圍成一圈，每個人左手朝上，右手第一拍打自己的左手，
第二拍打右邊的人的左手。請主持人先起頭一個四拍的節奏，每一
拍都請大家一起說「喜→樂→充→滿」，一個字一拍，第一拍先拍
自己的左手，第二拍再拍右手邊的人。
2.當大家知道玩法後，第一輪是：「喜→樂→充→滿。」第二輪是：
「喜→樂→充→滿→滿。」（兩個滿）第三輪是：「喜→樂→充→
滿→滿→滿。」（三個滿）第四輪是：「喜→樂→充→滿→滿→滿
→滿。」（四個滿）依此類推。
3.大家一面打拍子，要一面心裡要數算是第幾輪，若數錯了，或報錯
自己的口訣，即為醜一，醜三的人最後要分享一個自己家庭喜樂的
秘訣。
結語:大家一起說：「讓我們的家被喜樂充滿！」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15min 1.【勝過這世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8f_KBtoPAU&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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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慢歌，請大家繼續敬拜：
2.【在呼召我之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wc1UeIpfo&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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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長
或
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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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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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長
同
工

【創世記 4：17-24 】
｢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
按著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利；米
戶雅利生瑪土撒利；瑪土撒利生拉麥。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
大，一個名叫洗拉。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
經文 祖師。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洗拉又
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或作：是銅匠鐵匠的祖
師）土八該隱的妹子是拿瑪。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
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
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殺壯士卻傷自己，我害幼童卻損本
身。）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必遭報七十七倍。」
當我思想今日主題時，曾有個疑問浮現心頭：「難道一個充滿喜樂 組
話語
40min 的家不是理所當然的嗎？」試問，一個喜樂的家庭是奢望，還是一件 長
理所當然的事呢？又問：為什麼一個家會失去喜樂呢？當我一面禱告
時，上帝讓我想到一個家庭，我從他們家庭中發生的負面事件有些省
思。
一、 為何失去喜樂？
家中有喜樂是奢望還是理所當然呢？如果喜樂是應然的，為什麼
一個家會失去喜樂？創世記一開始記錄了兩首歌─「亞當之歌」和
「拉麥之歌」，我們先來看拉麥之歌：「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
大、洗拉，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我，
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
麥，必遭報七十七倍。」』（創 4:23-24）
這首歌詞充滿忿恨、殺戮，這是個怎樣的家庭呢？拉麥是該隱的
第五代（創 4:17-18），他有兩個老婆，他兒子雅八就是住帳棚、牧
養牲畜之人的祖師（20 節），猶八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21
節），土八該隱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22 節）。在當時的世代，這
個家庭有技術可以圈養牛羊，那是財富的象徵；不只財富，拉麥的兒
子還懂音樂、會彈奏樂器，多麼有氣質；另一個兒子又會製造銅鐵利
器，俗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工具使他們做事更能事
半功倍，還可以打造武器自我保護，你想，這個家所掌握的技術和資
源是不是非常豐富？
然而，即便如此，若你從經文來想像一下，這個家喜樂嗎？你住
在這個家會喜樂嗎？這個家的主人拉麥每天心中所想的，都透過他所
唱的那首歌表達出來，有沒有可能他的家人常常活在恐懼的陰影中？
但上帝的心意是這樣嗎？我們再來看更早以前的「亞當之歌」，在亞
當還沒犯罪之前，當神把夏娃帶到他面前時，亞當也寫了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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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2:22-23「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
領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
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亞當在說，在我眼前這個看起來好像「跟我相像」的人，她就是
我的一部分，是我身體和生命的一部分，有著親密、信任和連結的關
係，聖經透過亞當之歌奠定了信任、委身和愛的基礎，讓這第一對夫
妻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家庭，家庭也要這樣一代又一代的延續，這是
神對家庭的心意。可是在他們還沒生孩子前，這愛和信任的基礎就因
為犯罪被破壞了。
創世記 4:17-18「該隱…生了以諾…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
利；米戶雅利生瑪土撒利；瑪土撒利生拉麥。」該隱是亞當的兒子，
殺了他弟弟亞伯，這裡一代又一代最後用拉麥作為總結，神讓我們看
見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在罪惡權勢的影響下，人類墮落的速度何
等地快。人原本應該活在亞當之歌裡，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在愛和信任
的基礎上去敬拜上帝、建立家庭，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充滿愛和喜
樂，而這兩首歌的對比顯明了人類的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壞，撒但偷走
了我們該有的祝福和喜樂，我們從拉麥之歌看見拉麥內心充滿憤怒、
對立，活在緊張和恐懼的自我保護裡，常覺得人都不懷好意，與人的
關係是阻斷的，有些問題好像一代又一代反覆出現在家族中間，甚至
更嚴重，我們的家和拉麥像嗎？我們要怎樣從拉麥之家恢復到上帝所
要建立的喜樂家庭呢？
從拉麥的家庭，我們知道喜樂不是單單來自慾望的滿足，一個老
婆不夠還要第二個，喜樂也不是建立在能力才幹，聖經上清楚告訴我
們喜樂的源頭來自於神─「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
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想要喜樂，就
要尋找喜樂的神，因此，滿足的喜樂、永遠的福樂是決定於你和神的
距離，而不是決定於你的家擁有什麼。
【問題討論】
請思考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哪些從上一代流傳下來的祝福，或有哪些
正向或負向的事，試分享 1-2 點。
二、 喜樂如何找回來？
(一)在彼此相愛中找回喜樂
約翰福音 15:11-13「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
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
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
的。」耶穌要賜給門徒們從祂而來的喜樂，和上面詩篇說的一樣，耶
穌要把祂的喜樂倒在我們心裡，我們的喜樂就可以滿足，人的喜樂來
自於和上帝之間的距離，因此首先，我們要願意親近神。而耶穌要怎
麼把祂的喜樂倒進我們裡面呢？約翰福音 15:12「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當你照著耶穌吩咐去行，就發現主耶穌會把喜樂
倒在我們裡面。接著主說，「這就是我的『命令』」，講出來要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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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的叫「觀念」，給人參考的叫「建議」，命令是要我們付出「行
動」。這行動是：「人為朋友捨命」，若我們可以為朋友捨命，為家
人更應該如此！可以為家人捨己的人，主會把祂的喜樂倒在你的裡
面！
捨命、捨己不是自我虐待，而是讓對方感受到你重視他超過重視
你自己，在時間、金錢、言語、優先順序等方面，讓配偶、孩子感受
到你重視他超過重視你自己。在生活中不是所有事都可以很公平的分
配，例如：做家事，但當你願意體貼家人的需要，他們會感受到的，
重點是對方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犧牲；當有人用捨己的愛對待我們
的時候，我們的心會覺得很溫暖，也會想用捨己的愛去回報，就會產
生正向循環。
上週我和兒子去爬山，回程時發現下山更累，又怕傷膝蓋，我兒
子把他的登山杖借給我，讓我有兩根杖，而且他走在我的前面，不斷
提醒我哪個石頭不能踩、提醒我小心慢慢走，當我發現孩子也會關心
我的時候，心裡真的很感動。耶穌要把祂的喜樂放在我們裡面的方法
就是：「捨己」。
(二)在成長進步中找回喜樂
腓立比書 1:25-26「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
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叫你們在基督
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這段聖經把
「成長」和喜樂連在一起，在長進裡會有喜樂。長進不是完美，正是
因為不完美才有進步空間；完美讓人有壓力，長進卻讓人喜樂，只要
我們願意一點一點不斷地被神改變，喜樂就越來越多。以下用一位姊
妹的見證與大家分享：
我來到這個小組已經兩年多了，來到小組之前，每個禮拜天我做
完禮拜，就一個人默默地、孤獨地走出教會回到家中，這就是我每週
日的例行公事。雖然有去做禮拜，可是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卻沒有絲毫
的情感連結，靈裡的苦悶不知要找誰傾訴。有段日子我的婚姻面臨是
否要存續的關鍵時刻；不想住在家裡、不想面對家人、又沒地方可
去。有一次聚會結束，同工在台上報告說 E1 營會可以開始報名，於是
我就報名了。營會中我得到上帝的觸摸和醫治，生命經歷大改變，而
且開始願意與人分享。營會結束，我又報名成長班，可是沒有小組長
的推薦以致不能報名，於是我找上了延政長老，成為延政牧區的一
員。進入這個小組真是無限美好，我的婚姻可以說是小組家人救回來
的。在我的婚姻碰到低潮和先生處不來的時候，回到小組聚會時，每
個組員成為我情緒的出口，大家也都極力獻策教我要怎麼做，雖然有
的方式令我難以啟齒，甚至我不肯打開心房邁開步伐去行動，但小組
家人都在後面鞭策我、為我禱告，求主給我勇氣。神也開啟了我屬靈
的眼睛，讓我看到自己剛硬、蠻橫、愛轄制人的個性，做妻子的溫柔
體貼更是沒有；藉著禱告，我在神面前痛哭懺悔認錯，因著我的改
變，先生的眼目也回轉到妻子的身上，夫妻間的互動現在已經改變、
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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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2:12「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
來」；回想起兩年多前我還在為我的婚姻扛得腿痠手也軟，不知何去
何從，有一天讀經，正好讀到這一章節，上帝好像在告訴我說：耶穌
要使你發酸的腿、下沉的手再次舉起，感謝耶穌讓我找回「家」的美
好。
我相信這樣的見證要在許多人的家中不斷發生，讓我們回到核心
─把心活在神面前。
【問題討論】
請分享你可以開始哪些服事家人的行動，讓家人感受到你對他們的重
視？又靠著耶穌，願意在哪些事上為了愛改變自己？
(三)在未來盼望中找回喜樂
希伯來書 12:2「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
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
邊。」這段經文鼓勵我們仰望、效法那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是要仰望什麼呢？耶穌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
了十字架的苦難，擺在耶穌前面的到底是十字架的苦難還是喜樂？耶
穌正在面對羞辱、鞭打、十字架的痛苦，可是祂看到的卻是擺在前
面、在十字架更前面的喜樂，雖然十字架的苦難很真實，但耶穌的眼
光超越了十字架的苦難，祂看見了喜樂，當祂看見了喜樂，便勇敢地
體貼父的心意，走上了十字架。
這個喜樂不是說現在的痛苦都會消失，凡事都會順利，而是正在
經歷的患難，不能擋住擺在前面的喜樂；雖然這條路不好走，但你仍
要堅持下去，雖然一路很疲憊、很辛苦、沒人了解，但仍願意付上代
價，因為知道未來等待我們的是「喜樂」，擺在前面的喜樂是一個勝
過患難考驗的喜樂。
盼望我們的生命不要唱拉麥之歌，求賞賜喜樂的神，藉著耶穌基
督讓我們唱得救的樂歌，恢復原本神創造家庭應有的喜樂！
【問題討論】
請分享你的家庭目前是否正面對某些困難，需要肢體的代禱，好使你
得著恩典可以繼續堅持努力？
報告 1.為第 11 屆幸福小組聚會求神動工禱告。
2.培育營會 E3(6/30)、E2(7/14)、E1(7/7~8)，請鼓勵報名。
15min 3. 6/16(六)、7/1(日)舉行洗禮，凡清楚重生得救者，請向小組長索
取洗禮資料表，並安排約談上受洗真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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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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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這世界
我能勝過這世界 因有耶穌在我心
黑暗權勢已破碎 因耶穌基督寶血
若有我主耶穌來幫助
還有誰能敵擋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勝
哈利路亞 高舉主得勝旌旗
耶穌基督 是萬王之王
哈利路亞 興起主大能教會
為主發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在呼召我之處
主溫柔的聖靈 讓我全心感受
滲透我的生命 賜下平靜和安息
祢使我心得滿足
主慈愛的真理 祢榮光照向我
包圍我的身體 賜下平靜和安息
讓我感受祢的愛
在呼召我之處 我要獻上敬拜
無論遭遇何事 依然揚聲歌唱
在我行走時成為我道路
活著時成為我生命
就在這地 獻上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