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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
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主日信息「榮耀得勝的路徑」

講員：黃玉玲 傳道

愛慕神的人都可以得神的賞賜，那是最終極榮耀的賞賜，擁有天國價
值，是人生最有價值的投資，在今生盡永生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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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鼓勵組員帶新人來，並營造歡迎的氣氛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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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克船長」-天國版
材料:無
15min 步驟：
1、口令為『神－的－賞－賜』
2、所有小組員圍成一個圓圈，由主領者開始指著一人對他喊
『神』，而被主領者點到的人，便接著指另外一人對他喊
『的』；被『的』點到的人，便接著指另外一人對他喊『賞』；
被『賞』點到的人，便接著指另外一人對他喊『賜』。
3、最後被喊『賜』點到的人，就必須同時做『戴皇冠』的動作，
並且喊出『賞賜、賞賜』，而左右兩邊的人也必須同時做出
『吹號角』的動作。
4、沒有作出動作或太慢喊口令的人，就必須三個人一起接受處罰。
秘訣：喊口令的節奏要快，最輸的要分享一件本周的生活見證。
結論: 隨時預備好與其他人同工，使得福音能被宣揚開來。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15min 1.【我全心倚靠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mmON3nC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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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節奏漸慢，進慢歌，請大家繼續敬拜：
2.【永遠的依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MzLYAw0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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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組

歡迎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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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 4:7-8
【分享題目】最近在忙甚麼?
我們處在忙碌的時代，忙的本身沒有問題，只是要知道忙什麼?
為什麼忙?。有些瞎忙、胡忙，比如忙算計他人、忙紛爭結黨、忙著

組長
同工

同工

組長
或
同工

組長
同工
聖經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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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票、忙鬥爭同事、忙爭權奪利、忙說三道四，這是生命虧損的忙
碌。若是忙著關懷、忙陪伴人、忙與人分享見證、忙親近神，這是生
命豐盛的忙碌，是有價值的事。因為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耶穌是賞賜我們永遠生命的
主。對基督徒而言，在相信耶穌接受救恩福音的同時就跟永遠接軌，
有天上屬靈的生命，只是尚在世上生活，還有原有地上屬世的生命，
在回天家之前是重疊的，當地上生命結束就完全跟世界分道揚鑣了。
如果有人一信主受洗就回天家，他是僅僅得救有永生生命的人，但沒
有機會得豐盛生命。因為得豐盛從與神與人的關係操練來的祝褔。
最近我家裡有一些是非糾結的事，在 12 月底時神透過一位弟兄
幫助，使我們有機會脫離家族關係的牽絆，我和忠哥在禱告中，知道
是神介入，是神藉這位弟兄搭救我們，我們經歷到神的引導。讀經禱
告才知道神的心；才明白自己的盲點。在世上，我們努力付代價不一
定有豐盛，但在屬靈的事上操練一定有豐盛。
請讀提摩太後書 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
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
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賞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
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我們都知道要放下世界(世俗)，但其實是不容易，我們都不是能
夠放下的人，除非看到更美的家鄉，看到最好的天國，自然就放下次
好的地上與世界。我們信得過神就放得下世界; 愛世界就沒有辦法抓
住神的國; 抓神的國自然就丟棄世界。
這段經文是保羅在他人生最後時刻，對他屬靈孩子提摩太所說的
一段話，「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也是對我們說的
話，一定要將你的人生用在最有價值的投資上，什麼是最有價值的投
資? 就是將來在神的國裡仍然有用的，在神國裡如果沒有用的話，都
是次要的事。投資股票黃金、房地產、美貌打扮、名利聲望、享樂快
活，這些在神的國裡沒有用、帶不走，因此就不值得我們用全部的心
力去拼命，因為我們的生命不是為這一些既短暫又會敗壞的努力。
【分享題目】你曾經為自己的工作或婚姻或子女做過什麼預備?
保羅告訴我們人生最有價值的投資是，
一、在今生盡永生的本分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有人說，人生如戰場要知道跟誰打? 知道為什麼
打?如果我們是跟利益是為自己打的話，恐怕常常活在恐懼擔憂鬥爭
的裡面，因為算計人的就被人算計。如果我們的眼光只放在地上的期
待，那麼每天早上起床，眼睛一睜開會是怎麼樣的一天?有一打油詩:
「20 歲時醒來期待有愛情；30 歲時醒來期待有家庭；40 歲時醒來期
待有成功；50 歲時醒來期待有財富；60 歲時醒來期待有知足；70 歲
時醒來期待有健康；80 歲時醒來期待有記憶；90 歲時只期待我能醒
過來。」如果沒有神、沒有天國一切都是浮雲、都是虛空。基督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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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也是像戰場一般，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我們的
目標是為永生而戰，是運用今生打永生的戰。
也有人說人生如賽跑，如果人生如賽跑，那奔跑的方向與目標又
是甚麼? 有一部影片叫「阿甘正傳」那男主角有天心血來潮想要跑
步，就開始跑步，漫無目地的跑，跑著跑著，突然不跑了，因為沒有
目標就跑不下去。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像賽跑一樣，保羅說「當跑的路
我已經跑盡了，」但我們奔跑有定向，耶穌基督的再來是標竿，我們
是向著永生、向著得勝榮耀跑。保羅又說，「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這道就是耶穌基督(福音)、是永生，也就是對天國信仰的信心
持守到底。
基督徒不是糊里糊塗，我們是在今生為永生而戰、而跑，是在今
生為永生持守信心。我們要作永生國度的得獎者。
【分享題目】請分享你是否經歷過因信靠主而得勝的經驗？
二、作永生國度的得獎者
第 8 節「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
的主到了那日要賞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
人。」當耶穌再來時，在白色寶座前的大審判，我們要領獎、作得獎
者，不要作被提名者敬陪末座。聖經清楚地說有神的賞賜是按著公義
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賞賜給保羅的;不但賜給保羅，也賜給凡愛慕
主耶穌顯現的我們。愛慕神的人都可以得神的賞賜，那是最終極榮耀
的賞賜，那是地上的金像獎、金馬獎都無法比擬的榮耀與豐盛。
想想，那些比賽的選手;選美的佳麗;參展的選手，是如何的努力
加強自己爭取勝利的榮耀?他們為那會退色的獎盃，會朽壞的獎牌，
會花完的獎金如此的拼命，難道神的兒女不當為神的國效力嗎? 難道
神的兒女不當為自己的永生效力嗎? 我們要為自己的永生盡本分，作
一個永生國度的得獎者。
如何在今生為永生盡本分? 要運用今生有限的生命，包括時間、
體力、精神、金錢、愛心…等，變換成天國的價值，存在永恆的帳本
上(存摺)。保羅也對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說:「我並不求甚麼餽
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帳上。」(腓立比
書 4:17)。在今生結 3 種果子，就能轉變成天國價值存在天上。
1.結生命果/交生命帳
羅馬書 6:22「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
僕，就有成聖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馬太福音 3:8「你們要結
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這是生命因信耶穌改變的意思。從前
訛詐人的現在變誠實。從前自卑的變有信心。從前滿口抱怨牢騷的變
隨口喜笑感恩。從前計較的變成樂意分享。這就是生命果子，存在天
國存摺裡，將來必神的賞賜。
這一屆幸福小組，有一位弟兄是做便當店，他的 best 就是他的員
工。在小組聚會裡，員工說他信耶穌後脾氣變好，人變溫和，常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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瞇瞇，不會動不動就發火罵人。因這老闆的改變，在這 7 週中所有
的員工幾乎都信主了。現在更進一步他們調整禮拜天休假，因為上午
要作禮拜，下午接著小組聚會。我們弟兄變溫和像耶穌，還領受信心
恩賜，星期天不開店，讓員工參加崇拜參加小組。從人的角度看，生
意可能被別人搶去，可能會損失營業額，收入會減少，是? 我不知
道。(若不是神為我們持守，人為自己持守不了什麼)。但他是積財寶
在天的富足人，是天國的得獎者。
2. 結愛心果/交愛心帳
我們的體力、精神、時間、金錢用在愛心上，羅馬書 13:8「凡
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
律法。」當我們在今生願意學習愛人、接納人、接待人、探訪人、幫
助人時，可以存在永恆的帳本上。馬太福音 24: 31-40「當人子在他
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
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
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
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
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
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
我。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
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
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
我身上了。」愛心這件事說難很難，說容易也簡單，去做就好了。多
想多顧慮，多想多掙扎，多想多困難。領受多少付出多少，就好了。
永和堂有參與桃園少輔院的福音事工，同工們每月一次進到裡面
去看看他們，分享見證傳福音，帶盼望與出路給他們。這是神量給我
們特別的祝福，探訪關心這些邊緣、做錯事、價值觀扭曲的孩子，作
在這群孩子身上就是作在主的身上，主耶穌必定紀念。當見主面時，
主必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
國。同工們必得神的賞賜，得那公義榮耀的冠冕。
我鼓勵今年有領年終獎金的弟兄姊妹學習愛心分享，求神把施捨
的恩賜賜給我們，再拿出一份十一，為身邊比較有需要的人奉獻，我
們的有補他們現在的不足，將來我們若不足時，他們的有就補我們的
不足。年終獎金是獎勵，再奉獻一份十一並不會影響生活品質，讓今
年冬天的天氣雖然冷，但教會的愛心使人可以感受溫暖。
3. 結福音果/交福音帳
體力、精神、時間、金錢用在福音上，羅馬書 1:13「弟兄們，
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
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
傳福音是使命也是天國的價值。從前有許多人為我們的得救提名
禱告，費財費力費精神的服事我們。如今我們領受恩典，理當回頭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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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尚未得救的人，我們自己得救怎麼忍心看他們滅亡沈淪呢？傳福
音的方式很多，目前教會是採取幸福小組模式，由 3-4 人組成一個小
組，一起來關心彼此的朋友，分工服事較有趣，分擔的壓力也較輕
省，更是有一起禱告的同伴。
我們是基督徒，很忙的! 忙得開心與喜樂，因為擁有天國價值!
這是人生最有價值的投資，在今生盡永生的本份，在生命、愛心、福
音上出錢、出力、出時間，讓他們有機會得救，我們也積財在天，一
舉兩得的美好。
【分享題目】 現在我們一起來結果子(存天幣)。請分享:我們的體
力、精神、時間、金錢如何具體的用在 1.生命。2.愛心。3.福音上
呢?
結語:在世上沒有付不起的代價，只有看不到的價值，看到天國的榮
耀就放下地上的虛榮。
報告 1.分享彼此需要並代禱。
2.為 2/4 的幸福特會報名與事前工作順利禱告。
15min 3.為成長班、門徒班、領袖班的開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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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心倚靠祢
主 祢是我的力量 我的詩歌
祢是我山寨 我救恩的寶藏
我的心要單單投靠祢 我主
祢是我高臺 祢是我的堅固城
我要不住的感謝 因祢無比的大愛
昨日今日到永遠 我全心倚靠祢
雖然大地會震動 大山小山會挪移
但是信實的慈愛 永遠不會離開

永遠的依靠
每當我面對風浪 祢總在我身旁
生命福份與我分享 更深地渴望
每當有困境阻擋 祢旨意不搖晃
使我心中滿有平安 充滿無限希望
祢是我永遠的依靠 堅守信心來宣告
我真實經歷祢 全能的力量
唯有祢是我永遠的依靠
堅守信心來宣告
當我來全心敬拜 神蹟就在不遠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