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道 Sermons:

以渴慕和謙卑的心領受
神的話語來敬拜上帝

Worship God by receiving God’s 
Word with a longing and humble 

heart



我信聖經是是上帝所默示的,是為耶穌基督做見證，
祂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生命的糧，我唯一的救主.
我以誠實溫柔良善的心來領受神的話并靠著聖靈的
能力來遵守，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阿們。

I believe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The Bible is a 

testimony for Jesus Christ, who is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the 

bread of life, my only Saviour.

I will listen the Word of God with a noble, humble and good heart. 
I will rely o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o walk in obedience of 
His Word, in Christ Jesus name.” Amen

領受主話語前 宣告：
Proclamation to receiving God’s Word



營造美好家的氛圍：
學習真實的愛耶穌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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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核心價值觀 – 看什麼是最重要的

• 1. 教會有家的氛圍 (關係-愛與尊榮)，
建造天國文化 (神榮耀同在)

• 2.培養弟兄姊妹 (皇族- 王子,公主):



信主後的新身份：
• 約1:12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給他們權利，成為神的兒女。
12 Yet to all who did receive him, to those who believed in 
his name, he gave the right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 弗2:19 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
而是與聖徒一同作國民，是神家裡的人了，
19 Consequently, you are no longer foreigners and 
strangers, but fellow citizenswith God’s people and also 
members of his household,



學習真實的愛耶穌的家人：

• 一.學習以上帝的眼光來看家人

• 創1:27 神照著自己的形象創造人；就是照
著他的形象創造了人；他所創造的有男有女.
So God created mankind in his own image,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 我的期待 Vs 上帝的眼光

• 想想耶穌會如何做 ？



學習真實的愛耶穌的家人：

• 二.學習用「愛的語言」來愛對方

• 箴言25:11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
在銀的器物上。
Like apples of gold in settings of silver is a ruling rightly 
given.

• 路6: 31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就應當
怎樣待人.



你可以的：

• 1.先了解雙方愛的語言。

• 2.先去做的人是有福的, 施比受更有福

• 3.想像未來六個月,你希望看到的情景

• 4.靠主的愛,聖靈的能力,主的應許,
用意志,用理性,而不是按感覺去做.



1.肯定的言語 Words of Affirmation 

用口語上的鼓勵建造對，
讚美人，肯定對方

仁慈的話語: 這跟我們說話
的方式有關.  
謙遜的話語: 愛是提出請求,
而非要求. 



2.精心時刻 Quality Time 

專注在對方身上，仔細
聼他說，對他所說的作
適當的回應



3.特別的禮物 Receiving Gifts 

小小的一個動作，
卻意義重大，因爲
禮物表達愛與關心



4.身體的接觸 Physical Touch 



5.服務的行動 Acts of Service 

透過真誠的行
動，給予對方
合時的幫助



如何有效的表達

• 了解彼此愛的語言

• 多用對方喜歡的方式

• 學習新的表達方式

• 真誠而有心



學習真實的愛耶穌的家人：

• 三.連結上帝愛的源頭，才能不斷給予愛

• 約1書4:16-19
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
神也住在他裡面。

• 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就得到成全….

• 愛裡沒有懼怕，完全的愛可以把懼怕驅除….

•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路加福音6: 當愛仇敵

• 27 “只是我告訴你們聽道的人：當愛你們的仇敵，
善待恨你們的人。

• 28 咒詛你們的，要為他們祝福，凌辱你們的，要
為他們禱告。

• 31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就應當怎樣待人.
• 32 如果單愛那些愛你們的人，那有甚麼好處呢？

罪人也愛那些愛他們的人。
• 33 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們的人，那有甚麼好處

呢？罪人也會這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