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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流程
準備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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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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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日信息：教會建造之路(上)(下)

講員：楊錫儒牧師

看見「天國價值」的價值，建立以福音為導向的教會
活動內容

人員

1.聚會前 30 分鐘抵達並做預備。2.保持愉快舒適的氣氛。3.手機關閉或靜音。 小組
4.播放輕快的詩歌或音樂。5.會前禱告並笑臉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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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向新人說：「一次歡迎，永遠歡迎」。
活動名稱：為主發光
主
材料:撲克牌一副
責
同
1. 組員圍在一起。
工
2. 帶領者先抽一張撲克牌，以帶領者為先順時針數撲克牌的數字，被點到者起
立，所有組員一同拍掌歡呼，並對組員說”為主發光”。
3. 被點到者有抽撲克牌的機會，同上的方式接續遊戲。
結語：讓我們的一生都能活出一個美好的見證，我們一起說:為主發光！
1.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小
【在這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BLeMrhu9w
組
一人一句輪流開口讚美神的屬性和作為，禱告結束進慢歌，繼續敬拜：
長
2.【這世代要呼求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wc9xUOO0HU
3.Soaking：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h9X2oPhpA
請小組長按聖靈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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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與主題相關性的見證(事先安排 1 人或現場鼓勵)
組長
2.靈修心得分享(請小組長務必帶領分享，至少 1 人)
同工
註：本教案因篇幅限制，只保留原信息的 3 分之 1。
小
組
長
【問題討論】請分享你來到教會的經歷與感受?
【教會建造之路(上)】
一、教會
神在聖經中提到的教會是大有權能的，但為何我看不見更多的人歸向主？
如果神這麼厲害，為什麼傳福音沒有人要信？人的心果真剛硬到全然不信的地
步嗎？神的道這麼偉大，為何在我的手中變得如此微弱？我反覆觀察和思考，
得出一個結論：原來，教會並非全然行在主的道中，教會的根基可能出了問
題，因而在實踐面上受到很大的的束縛。
二、何謂真理
讓我來給「真理」下一個定義：真理告訴我們它是什麼，以及它要你做什
麼。真理不是從想像而來，乃是天上來的啟示。真理絕對關乎是非，所以有排
他性、人無法創造、也不能改變真理。
三、何謂文化
文化的定義就是：生活行為自然形成的結果，不一定跟是非有關，在一個
群體中，大部分人在做的事就是文化，一個基督徒也受教會文化的影響，如果
一個教會敬拜的氣氛是活蹦亂跳，你也會跟著用腳打拍子；如果教會禱告的氣
氛既含蓄又安靜，你也不好意思大聲禱告，這就是文化的塑造力。當文化把你
的思想和價值觀定型後，你就以為它是真理。讓我告訴你一個壞消息，你受到
文化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文化的影響力常凌駕在真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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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會是根據真理所建造
教會是人的組成，人的聚集一定會形成文化，所以每一個教會都有她的文
化，好的文化必然為教會帶來祝福。教會應該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不可否
認的是：教會也有負面文化，因為我們都是罪人。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
論：真理和文化會同步影響一個基督徒。當你讀馬太福音 9：17「也沒有人把新
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
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經文中舊皮袋指的就是負面的教會文
化，負面文化會誤導或殘害基督徒，讓每一個走進教會的人，無法抗拒地被塑
造為跟你一樣的基督徒，每個人都變成幫兇，整個教會就是可怕的共犯結構。
【問題討論】請分享教會存在的目的？
五、教會的道路
1.教會的本質是什麼？
教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神設立教會，就是為了要代表神，執行祂在地上
的旨意。
2.神要教會做什麼？
教會要代表神執行祂在地上的旨意，提摩太前書 1：15「基督耶穌降世，為
要拯救罪人。」神設立教會，就是為了要救人，神最在乎的就是拯救罪人，不
是為了讓基督徒來教會一起聚會而已。但現在的教會什麼都做，卻不做神最在
乎的事，神在意教會有沒有去執行祂的心意拯救人，教會竟然忽略、不在乎，
怎麼不叫神傷心？
六、門徒的道路
我想問大家，什麼是「好的靈命」？教會認為一個好的基督徒往往要：聖
潔不犯罪、規律正常的聚會，當然要常常讀經禱告，還要十一奉獻，參與教會
事工不能少，如果他還能講道、帶查經，那更是不可多得的好基督徒。我們帶
一個人信主之後，會告訴他：你現在是「信徒」，經過一個課程的訓練後，你才
會成為「門徒」，你要上很多課，舊約概論、新約概論、教會歷史…，教會對於
「好靈命」普遍的認知，是以知識為導向，到底門徒的標準是什麼？做到什麼
程度才能算是門徒？你知道「從信徒到門徒」這句錯誤的話，帶給我們多大的
影響嗎？當你把基督徒分為「信徒」和「門徒」時，你等於提供了一個選擇
權，讓基督徒可以選擇當普通的信徒，既然當信徒和門徒都可以去天堂，為何
我要付更大的代價去追求？這些用詞帶來了「不願意付代價」的教會文化，養
成了一堆光說不練的「法利賽人」，道不是用說的，是從生命「彰顯」出來的，
我們的教會訓練出一批「知道」，卻不「擁有」的法利賽人。福氣教會的初信者
一傳福音，他身邊的人就信了，因為剛信主就傳福音的人，他們被改變的生命
活在親友面前，就成了「道」，成了活生生的見證，感動人的心。
七、信徒就是門徒
聖經裡怎麼提到門徒？耶穌升天之前，諄諄吩咐門徒說：「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 28：19)門徒要去為信
耶穌的「門徒」施洗，所以，信耶穌的人在未受洗以前，就被主稱為「門徒」
了。門徒就是「跟隨者」，聖經稱呼跟隨耶穌的人為門徒。在我的教會受洗的
人，我都會問他兩個問題：「你是否承認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穌的拯救？」第二
個問題：「你是否願意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一生跟隨耶穌？」跟隨耶穌的人彼
此互稱為「門徒」，不信的人稱則呼信主的人為「基督徒」。耶穌為福音而生、
耶穌為福音而活、耶穌為福音而死，如果你要跟隨耶穌，難道不用效法祂？保
羅說：「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
前 9：23)門徒所行的一切，都是為了傳福音的原故，這才是我們一生的使命。
有人告訴我說：為了傳福音，我一週要花 3 個晚上出來開幸福小組傳福音，這
實在很不近人情。我告訴你：你等於是在跟我說：這位為你釘死在十字架上的
耶穌，祂不配你為祂付上 3 個晚上的代價！這是耶穌的心意嗎？我們得救就好
了，別人信不信主與我無關…，是這樣嗎？有一天，我們終究要接受審判，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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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喚醒教會，讓教會從文化的綑綁中破繭而出！

【教會建造之路(下)】
如果傳福音是我們最重要的使命，神要我們建造一個得人如得魚的榮耀教
會，但要用什麼方法來建造？回歸到聖經來思考，教會要建造起來，就是信主
的人要愈來愈多，教會要愈來愈多。而得救的人從哪裏來？乃是從魔鬼的權下
將靈魂搶救過來，所以傳福音就是爭戰。
一、確認教會的道路
神要在地上執行祂的心意，教會存在的目地及工作重心就是佈道救人，所
以教會要以佈道為導向，是被呼召來完成使命的。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應該和
福音有關，若這件事和人的得救無關，就砍掉不要做，不要浪費我們的資源及
時間。神要我們讀經、禱告、不犯罪…，這些事都是基本盤，是為了要讓我們
完成使命，不要把目的和手段搞混了。
1.教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提摩太前書 2：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
道。」所以祂設立教會，就是要教會替祂去救人，祂呼召門徒組成教會就是要
完成這個使命。
2.完成呼召與差遣：馬可福音 1：17「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
你們得人如魚一樣。』」馬太福音 28：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使徒行傳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
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馬可福音 1：17 是耶穌
出場講的話，祂叫門徒「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另外兩句
話是離世時講的，這 3 句話都指向一件事：傳福音。
從前我讀馬可福音 1：17 時看不懂，當心中一面禱告時，神就告訴我這句
話的意思。原來耶穌要讓彼得從他懂的事來明白他不懂的事。彼得是漁夫，對
他來說捕魚很簡單，如果耶穌呼召林書豪，祂可能會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
得人如『得分』…」耶穌讓我們去傳福音，會使傳福音變得簡單而有效。我們
都是被呼召的，也是被差遣的，呼召就是：「叫你來，因為有事」，差遣就是：
「叫你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去到地極作我的見證。神為了福音呼召你來，
差遣你去，這就是神對你一生的命定。
3.教會要以佈道為導向：你活著就是為了福音，世上所有的成就都無法存
留到天上，惟獨神要你做的事才能存留。佈道是教會唯一的使命，不是有做就
好，使命是一輩子都要做，而且一輩子都要認真地做。
4.教會的呼召就是門徒的呼召：教會是由門徒組成的，教會的呼召是由門
徒去完成，教會的使命就是門徒的使命。教會若要穩定成長，一定是人人佈道
的結果。在福氣教會，我們不會說自己是「帶職事奉」，彷彿我的生活是以工作
為主，若還有餘下時間或金錢，才來奉獻給主。你稱呼祂「主」，就是由祂作
主，祂要我事奉，那麼事奉就排在前面，聖經的觀念是「事奉帶職」，如果你不
愛我勝過你的工作、職業…，不配作我的門徒。福氣教會的弟兄姐妹無論人到
哪裏，福音就傳到那裏，調職到海外第一件事就是傳福音，這就是我們的命
定。
二、教會是爭戰的團體
教會要從魔鬼的權下將人搶救出來，我們從以弗所書第 6 章看見：講到教
會，就全都在講爭戰。今天教會人數不增長，就是没有人得救，竟然還大言不
慚地說：數字不重要！上面舉的三處經文都與人數有關，一個數目字代表一條
得救的靈魂，你竟然說這不重要！這關乎每個得救的靈魂，教會要不斷地發
展，要使無變有，使少變多，這就是建造。
打仗得勝的關鍵乃在「精銳的部隊」和「優異的戰略」。精兵乃是為了打勝
仗，你打仗，要曉得敵人的強項和弱點是什麼？人最強在頭腦，人最弱在心，
我們的佈道之道無他，惟感動而已！傳福音講到他淚流滿面他就信了，辯論只

Page 4

會讓他抓狂。
三、教會建造的基本邏輯
要讓門徒專業有效地去傳福音，就要經過訓練；而如何讓門徒願意「持續
地」去傳福音，就要讓他看見價值。真理是一回事，有没有動力去做則是另一
件事。人不會因為知道價值而肯付代價，人是因為價值「烙印」在他身上，他
才可能付上最高代價。
四、建造教會四個進程
1.福音傳不傳得出去：福音傳不出去就没有門徒。2.人留不留得住：傳多
少掉多少是二次傷害，如何讓人留下來是策略的重點。3.門徒好不好養：留下
來後願不願意接受我們裝備他的系統。4.願不願領受使命：領受使命就會成為
有生產力的門徒，教會就會健康成長，上帝的國度不斷擴張。
五、如何尋求建造教會的策略
2.釐清目的和手段的差別：確認目的後，要選擇可完成目的的策略。2.策
略不是真理，策略的選擇是要具備有效性。3.佈道是火車頭事工，要不斷確認
教會是以佈道為導向。4.扁平化，所有人都去傳福音，教會才會復興，所有訓
練都要扁平化，讓每個人都可以操作。5.複製性，複製性是扁平化的必要條
件，唯有複製性，門徒才會均質化，不是讓上面往下降，是讓下面往上升。6.
實踐的明證，我們教會去年底受洗約一千人，我讓報紙來採訪不是為了顯揚名
聲，是要讓跟我們一起做幸福小組的人看到證明。7.教會體質的接軌，要診斷
原來教會的體質，轉向以佈道為導向的教會。福氣教會是最没有教會圖騰的教
會，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讓新朋友覺得安心，不要有衝突感，佈道不簡單，上帝
將重要工作交給我們，我們用專業、謹慎、認真的態度來傳，就會讓耶穌感
動。我的思惟不再是為著基督徒而考量，乃是為著慕道友的感受。
【問題討論】我能如何改變，會使傳福音更有果效?
六、幸福門訓系統的策略
1.幸福小組：幸福小組就是尊榮慕道友的文化，人喜歡去的就是受歡迎、
備覺尊榮的地方，所以要在幸福小組塑造一個尊榮文化，讓慕道友感覺到尊
榮，如果這位慕道友在幸福小組因受尊榮而信主，當他出去開幸福小組時，也
會如此行，祝福的延續會代代相傳。
2.幸福大學：我們有從幸福學校到幸福大學的課程，2 年的時間改變人的價
值思考模式和培養屬靈習慣。塑造一個人從屬地邏輯進入屬天邏輯，從不信到
有屬靈習慣。
七、福氣教會門訓四大內涵
屬天價值是教會門訓最重要的環節，一個人的價值觀若没改變，沒有看見
價值，就不可能付出高昂的代價，門徒所有的問題都是價值的問題。我在福氣
教會所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告訴他們什麼是屬天價值。你看保羅，他原是個前途
似錦的人，他看見福音無與倫比的價值，就說：「我將萬事當作糞土，將耶穌基
督當作至寶」，這是一個真正買賣人的眼光。求主幫助我們，讓這段聖經成為我
們一生的祝福，開啟我們的眼睛。
當你今天聚會完回到家，與不信的鄰居、家人、路人有何差別？你為何而
活？是為你的事業、工作、兒女而活嗎？求主幫助我們，我們只有一生的時
間，要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天上永存的事上。開幸福小組要付出很多代價，它正
在考驗你的屬天價值是什麼，你的信仰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人生總有一死，
將來我們都要見主的面，我相信神已經很清楚地告訴你該怎麼做了。
【問題討論】2018 我們小組可以參加哪一梯的幸福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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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在這世上最有價值的事，就是挽救失喪的靈魂，尋找屬於自己天國的價
值，藉著幸福小組挽救迷失的羊群，幫助他們脫離黑暗的權勢，作我們屬靈的
夥伴，一同進入上帝最有價值的國度裡。
報告
事項

1、分享彼此需要並代禱。
2、2/14 小年夜禱告會，2/21 禱告會暫停一次。
3、2/15-2/22 為春節假期，祝大家新春愉快，期間場地暫不開放。
4、2/18 主日改至母堂參加新春主日歡慶。
5、為教會同工 3 月去緬甸探勘禱告

在這裡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 熱切期盼遇見祢
天要敞開 神的道傳遍
因為我們渴慕尋求祢
在這裡 在這裡 耶穌祢現在在這裡
我相信 我相信 喜樂的江河在這裡
榮耀彰顯 奇妙神蹟將顯明
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
祢的靈在這裡 這裡就有自由
聖靈自由運行無止盡
移山倒海信心 堅定不斷升起
期待偉大神做奇妙事

這世代要呼求祢
主 我屬於祢 求祢差遣 我就跟隨
祢說話 我就順服 勇敢愛祢所愛的
我們屬於祢 求主開啟我們眼睛
每世代向祢呼求 祢教我如何爭戰
讓我們不分彼此 眾教會同心呼求
這世代要呼求祢 呼求祢的愛降臨
高舉起代禱雙手 我們心與祢合一
這世代要呼求祢 呼求祢的愛降臨
破口中勇敢站立 祢旨意成就這地
緊緊跟隨 緊緊跟隨 緊緊跟隨祢心意
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直到祢的國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