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彼此相愛中、與神同行



不留戀過去

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 

Forget the former things;  
do not dwell on the past. 

（以賽亞書：四十三18, NIV） 



神要作新事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 
如今要發現， 
你們豈不知道麼。 

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 

（以賽亞書：四十三19a, NIV） 



若沒有愛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 
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 
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 
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彀移山、 
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 
又捨己身叫人焚燒、 

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哥林多前書：十三1-3）



在同風暴裡



在同風暴裡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 

 
“We are in the same storm,  

but we are not in the same boat...” 
『我們是在同一個暴風裡、 
卻不在同一艘船上...』



在同風暴裡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None of you should think  
only of his own affairs,  

but should learn to see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s point of view. 

  

（腓立比書：二4, Phillips）



在同風暴裡

祂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 
甚為詫異⋯。  

 He sees that  
there is no one who helps his people.  

He is shocked that no one stands up for them. 
  

（以賽亞書：五十九16a, NIRV）



在同風暴裡

Our purpose is not to change the world  
in our lifetime,  

but to choose a few good works  
in the next 24 hours.  

我們不是要盡其一生去改變這世界， 
而是在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內， 
選擇做一些在神眼中良善的事。 

— by Tim Shorey from his article 
『You Don’t Have to Do It All』



雖在『同風暴裡』、卻在『不同船上』 

 
讓我們更多關懷在不同船上的人！ 

在做新事中學習...



守社交距離



守社交距離

Love is about the quality of how we treat others, 
not the quantity of our connections. 

『愛』是看我們如何待人的『質量』，
而不是與人連結的『數量』。 

— by Holley Gerth from her article 
『What It REALLY Means to Be a Loving Person』



守社交距離

我們相愛、 
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we should love people  
not only with words and talk,  

but by our actions and true caring. 
  

（約翰壹書：三18, NCV）



守社交距離

『敏銳的眼、Sensitive Eyes』... 

『聆聽的耳、Listening Ears』... 

『體貼的心、Understanding Heart』... 

『療癒的口、Healing Tongue』...



保持『社交距離』、縮短『愛的距離』 

 
讓我們有創意的來縮短愛的距離！ 

在做新事中學習...



在同屋簷下



在同屋簷下

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  

 But those who won’t care for their relative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ir own household,  

have denied the true faith.  
Such people are worse than unbelievers. 

  

（提摩太前書：五8, NLT）



在同屋簷下

『談事』...？ 
 

『談心』...？ 



在同屋簷下

家庭崇拜：建築家庭祭壇 

詩歌分享⋯ 

經文分享⋯ 

心境分享⋯ 

向神傾心吐意⋯



住在『同屋簷下』、更要『關心談心』 

 
讓我們更多關心家人與他們談心！ 

在做新事中學習...



在意世上事



在意世上事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Let heaven fill your thoughts;  
don’t spend your time  

worrying about things down here. 
  

（歌羅西書：三2, TLB）



在意世上事

什麼是有那『永恆價值』的呢？ 

『神的旨意』⋯ 

『愛的關係』⋯ 

『愛心付出』⋯ 

『愛的勞苦』⋯



在意世上事

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They will have rest from all their work.  
All the good things they have done  

will follow them. 
  

（啟示錄：十四13, NLV）



在意『世上的事』、看重『永恆的事』 

 
讓我們專注在那有永恆價值的事！ 

在做新事中學習...



在彼此相愛中、與神同行



在彼此相愛中、與神同行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Then Christ will make his home in your hearts  
as you trust in him.  

Your roots will grow down into God’s love  
and keep you strong. 

（以弗所書：三17, NLT）



在彼此相愛中、與神同行

讓我們、更多關懷在不同船上的人！ 

讓我們、有創意的來縮短愛的距離！ 

讓我們、更多關心家人與他們談心！ 

讓我們、專注在那有永恆價值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