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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8
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主日信息「福音對話的秘訣」

講員：黃玉玲 傳道

喜歡交朋友，輕鬆作見證，燃燒與人福音對話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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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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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歡迎，向新人說：「一次歡迎，永遠歡迎」。
破冰 活動名稱：「幸福列車來囉！」
同工
步驟:
15min 分成兩排隊伍，後面的人搭手在前面一位的肩上，兩隊的第一位互相
猜拳，輸的人就要排在對方隊伍的最末位，輸隊的第二人繼續與贏隊
的第一人猜拳，輸的人就要排在對方隊伍的最末位，以此類推進
行……，直到排成一個隊伍，遊戲即結束！
歡迎
5min

結論：主動與人連結，使人加入幸福的行列中！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組長
15min 1.【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uNGeA-S2Hw 組員一人一句，輪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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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
敬拜：
2.【想起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tKQnXuq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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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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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約翰福音 4：1-15

話語
40min

【問題討論】你交朋友的標準是什麼？
講到交朋友，其實我們有許多設限之處，這年頭獨來獨往較容
易，也較輕鬆自在，「獨」字很夯，用現代的話就是「宅」，它表達
了許多人不喜歡與人互動，交朋友實在是累人且麻煩。基督徒也受到
這時代「宅」思想的衝擊，一個人看電視、看書，一個人去逛街吃飯

組長
同工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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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輕鬆，一個人生活多愜意! Google 是智慧好朋友，Youtube 是戲劇
影音好朋友。誰要跟你互動交朋友? 因為只要互動難免就有意見、有
喜好、有時間、有遷就、有福利…等問題，不容易!
但基督徒在世界上，不是隨波逐流的群體，不是人家宅就跟著流
行宅，不是人家覺得麻煩自己也覺得麻煩，所以就不要互動交朋友
了。耶穌是一位喜歡交朋友的耶穌，祂交朋友的廣度上至權貴紳士，
下至販夫走卒，左到小小朋友，右到靄靄老者，不論是性別、種族、
社會地位、政治色彩的差異，耶穌都喜歡跟他們作朋友，而且是作救
恩的好朋友。如果你已經是信耶穌的人，你一定能夠作人們福音的好
朋友，因為你重生有神的 DNA，你可以像耶穌那樣。只是這部分可能
較不熟悉，或者像是沉睡一樣，需要被喚醒與操練。
撒旦就是希望我們對人沒興趣、沒負擔，這樣就沒有基督徒跟他
們作朋友，他們就很難信耶穌很難得救。我們需要鍛鍊自己，擁有跟
別人作朋友的能力與福音對話的能力。我們今天藉【約翰福音 4:115】，看耶穌如何交朋友，以及耶穌與福音對話能力的秘訣在哪? 讓
耶穌的生命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與道路。
1 耶穌並沒有親自為人施洗，而是他的門徒為人施洗；2 但猶太教法
利賽宗的信徒卻聽說耶穌所收、所施洗的門徒比施洗者約翰多，就開
始注意耶穌。3 主耶穌知道了，便離開猶太，再次回加利利去。4 途
中，他必須經過撒馬利亞。5 他來到一個叫做敘加的城，靠近雅各留
給自己兒子約瑟的那塊地。6 那裡有以前雅各所鑿的一口井。耶穌到
達的時候，已近中午。他走累了，便坐在井邊休息。7 有個撒馬利亞
女人要來打水。耶穌對她說：「請你給我一點水喝好嗎？」8 耶穌的
門徒那時到城裡買食物去了。9 撒馬利亞女人對他說：「你是猶太
人，我是撒馬利亞女人，你怎麼可以向我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不
和撒馬利亞人來往，因為撒馬利亞人是猶太人和外族人通婚所生的後
裔，猶太人認為他們不純潔。10 耶穌說：「你如果曉得神可能賜給
的恩惠，也知道現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誰，你一定早就求他，他一定也
早就給你活水了。」11 女人說：「先生，您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
那麼深，您從哪裡得到活水呢？12 再說，難道您比留給我們這口井
的祖宗雅各大嗎？他和子孫及牲畜都喝這井裡的水，您能給人比這更
好的水嗎？13 耶穌回答說：「這水誰喝了都會再渴，14 但我所給的
水，誰喝了都永遠不渴。我所給的水會在他裡面成為泉源，湧流不
息，直到永生。」15 女人說：「先生，請您把那水賜給我，使我不
再渴，不必一直再到這裡來打水。」
這背景是耶穌原在南方的猶太，但因要避免法利賽人找碴，因他
們是猶太教的捍衛者，他們覺得天國福音是給神的選民，而唯有他們
是神所揀選的族類，非任何的外族人。耶穌離開猶太並不是害怕與畏
懼而是避免不必要的紛爭。所以祂選擇離開，再次往北方加利利去。
第 4 節說「途中，祂必須經過撒瑪利亞。」這「必須」不是地理上的
非經不可，人們如果要去加利利可以繞道而行，而且多數的以色列人
都這樣作，誠如第 9 節說，「原來猶太人不和撒馬利亞人來往，因為
撒馬利亞人是猶太人和外族人通婚所生的後裔，猶太人認為他們不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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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因為猶太人有很深的種族優越感，他們瞧不起撒馬利亞人，不
屑跟他們來往，更別說作朋友了。
第 4 節說「必須經過撒馬利亞。」 的「必須」是耶穌的心志，
是祂生命的使命，這使命高過種族情結，歷史事件，與論抨擊，世俗
看法。使得祂非經過撒馬利亞不可，耶穌避開不必要的紛爭與麻煩，
而必須往撒馬利亞前進。我們也須學習分辨「避開」與「必須」。避
開那些阻礙我們生命與使命前進的事物，朝必須的生命目標前進，不
受阻礙。
第 5 節，「他來到一個叫做敘加的城，靠近雅各留給自己兒子約
瑟的那塊地。」雅各與約瑟都是猶太人的祖先，他們曾經居在那附
近。第 6 節說，「那裡有以前雅各所鑿的一口井。耶穌到達的時候，
已近中午。他走累了，便坐在井邊休息。」快到中午時，耶穌走累了
(傳達的是耶穌完全的人性，會累會渴)，就坐在井旁休息。
第 7a 節，「有個撒馬利亞女人要來打水。」就在這時，耶穌開
始了福音的對話，跨越了性別(男女)、種族(猶太撒馬利亞)、遭遇
(在炎熱的中午來井邊打水，不像一般的婦人在清晨或黃昏。因為她
已經有過五個丈夫，不想被人指指點點，其實她是個情感的失敗者。
愛情是人類很美的情感，她卻在其中不斷挫敗。)、時間(用餐時
間)。我們常會問:什麼是好機會? 從這段經文看到「遇見人」就是好
機會。這一場福音對話改變了這女人的生命，進而影響了她的家庭。
從這對話裡，我們可以學習幾個秘訣。
【問題討論】與人交談，你的特色是什麼？(專注、誠懇、幽默、善
傾聽、樂意分享……)
一、謙虛～ 開啟福音對話的機會
第 7 節下半句，「耶穌對她說：請你給我一點水喝好嗎？」
「請….好嗎?」這樣的句子讓我們看到了謙虛、禮貌、尊重。耶穌放
下老師的身段、放下猶太人的身分。對她說: 請你給我一點水喝好
嗎？這「請」字讓對方有被尊重感、存在感、被需要感、能力感、貢
獻感。不過要注意「請人作點什麼?」需留意他能力所及的事，前一
句說「有個撒馬利亞女人要來打水。」後情發展才是「請你給我一點
水喝好嗎？」而不是說，請你借我 3 千元好嗎?請你告訴我你體重幾
公斤好嗎? 「請….好嗎?」要用心地留意使用。
回想，我以前的小組長，也是這樣的帶領我。那時我剛到小組，
他聽到我在學剪紙，就跟我說，下回我們來一起剪紙，讓我教大家。
我在小組裡，慢慢感覺有貢獻、有存在感。有一天，他們來家裡看
我，跟我分享剪紙，她邊剪邊說了一段救恩的故事。那個過程讓我感
動與羨慕。感動是他們好謙虛，容讓我這小女子在小組裡舞大刀。羨
慕是他們的生命怎麼這麼有深度與意義，剪紙還能剪出故事來。當
然，幾年後，我才明白這是基督徒生命對救恩對福音聚焦的美麗。其
實，在我們當中許多小組長與同工也是以謙虛的態度邀請人來一起分
享，盼望能開啟福音對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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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節，我們看到這婦人的反應。撒馬利亞女人對他說：「你是
猶太人，我是撒馬利亞女人，你怎麼可以向我要水喝呢？」原來猶太
人不和撒馬利亞人來往，因為撒馬利亞人是猶太人和外族人通婚所生
的後裔，猶太人認為他們不純潔。這婦人的邏輯很清楚，「你是猶太
人，我是撒馬利亞女人，你怎麼…。」這說不通啊!為什麼?因為耶穌
愛她，愛與她互動，愛跟她作朋友，愛她生命得救。我們呢? 你是
***，我***，也不通啊，但耶穌愛你，我也愛你，我就喜歡跟你互動
作朋友，盼望有一天你也能信耶穌得救。就是這麼單純的邏輯。
二、負擔～ 燃燒福音對話的熱情
第二的秘訣是負擔。第 10 節，「耶穌說：你如果曉得神賜給的
恩惠，也知道現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誰，你一定早就求他，他一定也早
就給你活水了。」「如果曉得神賜給的恩惠，也知道…」，這是耶穌
內心的負擔，好希望她知道神的恩惠。對人生命的負擔會使我們有熱
情，會為他禱告、會找他聊天、會想與他分享、作見證、帶領他，不
論形式是什麼? 對生命的負擔會燃燒出福音的熱情。求主加添我們對
人生命的負擔，讓人們有機會曉得並經歷神的恩惠。就像耶穌對撒馬
利亞婦人說的，你若知道神的恩惠，你一定早就求祂，祂也一定早就
給你。(祂是那一位一定給我們的主，而且一定給我們好的。耶穌曾
說過，我們做父母的，如果孩子跟我們要餅要魚，我們不會拿石頭拿
蛇給他們。何況是愛我們的天父呢? 我們如果求天父，祂一定把聖靈
賜給我們。)
哪怕對方的反應看起來是雞同鴨講，第 11-12 節「女人說：先
生，您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那麼深，您從哪裡得到活水呢？再說，
難道您比留給我們這口井的祖宗雅各大嗎？他和子孫及牲畜都喝這井
裡的水，您能給人比這更好的水嗎？ 」耶穌對她的負擔使得福音的
熱情火不至被焦熄，不然可能會說，妳打妳的水，我歇我的腳，沒事
妳忙。這不就是我們的寫照? 常感覺雞同鴨講，對不在一塊。你講你
的，他想他的?我們需要對人的負擔，使我們的熱情不斷延燒。週三
晚上禱告會是我們可以充電得力的聚會。
【問題討論】曾經與人分享福音或見證時，令你印象深刻的經歷？
三、信心～ 帶來福音對話的翻轉
第 13-14 節，耶穌回答說：「這水誰喝了都會再渴，但我所給的
水，誰喝了都永遠不渴。我所給的水會在他裡面成為泉源，湧流不
息，直到永生。」耶穌對福音的信心、對救恩的把握，使婦人的生命
帶來翻轉。因為 15 節「女人說：先生，請您把那水賜給我，使我不
再渴，不必一直再到這裡來打水。」雖然婦人理解的身體要喝水跟耶
穌說的生命活水仍有差距，然而她很直接地向耶穌說：「請您把那水
賜給我。」這喚起她的渴望。她之所以有這樣的反應，其中一個角度
是耶穌對救恩的信心與把握，也就是傳講福音的人的信心。這是福音
對話讓人有機會翻轉的秘訣，信心是對救恩的確信，除耶穌以外，別
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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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生命能翻轉得救是福音的絕對能力。就像幸福小組一樣，它
是一個聊信仰的小組，請你來參加我們的幸福小組好嗎?這當中的核
心是有分享見證、傳講福音、領人決志。只是透過遊戲、詩歌、分
享、佈置、點心、禮物…等來加強，讓氛圍溫馨一點，不那麼硬梆
梆，讓體感舒服一點，讓人的心自在一點。但救恩、見證要講清楚，
不是渾糊過去。
我們需要去經驗福音的絕對能力。怎麼經驗?去傳就會經驗。而
且大部分的經驗是撞牆、卡卡、失敗、難受、挫折、、不喜歡。這是
正常的，因為我們需要承擔的是參與，不需要承擔的是結果。我們需
要的是不停的鍛鍊，這是我們福音的肌耐力，有一天，你會發現有人
信主了，而你自己也強壯了。
從一開始「耶穌對她說：請妳給我一點水喝好嗎？」到「撒馬
利亞婦人跟耶穌說: 請您把那水賜給我，使我不再渴。」這其中祕
訣，一是謙虛的態度，開啟福音對話的機會，放下身段，讓對方有發
揮的地方。二是負擔，愛人的負擔會使我們不斷燃燒與人福音對話的
熱情，雖然常常雞同鴨講，對不在一起，有負擔就不會放棄。禱告會
使我們加油加柴，繼續燃燒熱情。三是信心，對福音絕對能力的確信
會帶來福音對話的翻轉，這是很奇妙的屬靈影響力。因為福音本來就
是神的大能。我們只需要去參與即可。有一天，我們也會看到一個人
從耶穌請他，到他請耶穌的得救見證。
結論:只要我們願意開口邀請，神的祝福就啟動囉！
報告 1.為福音中心 4-5 月份的基要真理課程禱告。
3.為第 11 屆幸福小組求神作工禱告。
15min 4.為 6-7 月份的培育營會的預備與報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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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想起你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心情低落的時候 想起祢的溫柔
雖然橄欖樹不效力 也許葡萄樹不結果
祢那看不見的手 安慰我
我仍因救我的神歡欣快樂
風風雨雨的天空 盼望看見彩虹
是祢恩典的承諾
我要讚美 無論得時或不得時
我要讚美 每天從日出到日落
每當想起祢 想起祢會幫助我
我心堅定於祢 每天讚美不停
還有什麼困難不能渡過
我要讚美 跳舞讚美 我要讚美 自由讚美
想起祢 我的心不再憂愁
大聲歡呼 祢是永遠得勝君王
生命窄路有祢陪我
心情起起又落落 好像潮起潮落
祢的慈愛眾水不能淹沒
聽祢慈聲對我說 一生不離開我
給我恩典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