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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8
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主日信息「教會是神的家-分享愛的地方」

講員：黃玉玲 傳道

教會是神的家，也是我們的家，我們要一起在小組經營這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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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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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對方」
材料:生活必需品紙條數張(自行製作)

同工

15min 1.將參加者分成二組。
2.第一組派出一位組員抽出一張紙條，紙上所寫的物品須由第二組支
援，支援成功者，第二組得一分，換下一位組員抽，以此類推。(可
設定一組先抽出五位)
3.換第二組抽紙條，由第一組支援所需物品，支援成功者，第一組得
一分，換下一位組員抽。
4.遊戲結束，結算積分，得分多的組獲勝。
5.物品參考:鉛筆、手帕、原子筆、空塑膠袋、立可帶、釘書機、雨
傘、充電器、面紙、聖經、飲用水、眼鏡、零錢、食物……等。
結語：我們彼此關顧，因為主的愛使我們能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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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我牧者】 https://youtu.be/_EcdzujQV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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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慢歌，請 或
同工
大家繼續敬拜：
2.【陪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AMq5SR4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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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3:15】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以弗所書 2: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
家裏的人了。

組長
同工

【問題討論】請分享，你的家是個 XX 的家(例如:溫暖的家)，並且
話語
組長
簡單描述!
40min
今天我們要來講教會是神的家。家是由人組合而成。家講的是
人，家人是一種關係，也是一種互動，既是互動就產生功能。如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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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好的關係，好的功能，那麼此家就會充滿愛。一個家應該具備哪
些功能?
1.生養功能:人有生老病死啊!生兒育女，教養孩子，延續下一代，血
脈相傳，這是好的功能、愛的功能。
2.供應功能:家也須具備生產力的功能，所謂養家餬口!家裡的每一成
員的食衣住行育樂都要費用，因此，家裡需要有工作能力的人，賺錢
養家。
3.關顧功能:人有喜怒愛樂、悲歡離合，家也需具備關懷照顧的能力
與愛心。因為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難免遇到挫折、打擊、失敗…，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家能提供一個關懷、照顧的功能。
4.歸屬功能:人需要歸屬感! 因為歸屬是價值，有歸屬感的人，他生
命就有安定的力量，這安定可以說是安全感、平安心。
我們原生家庭的關係，是從婚姻(結婚)、從血緣(生育)而來成為
家人。家就具有關係性與功能性，請問:你與家人的關係好嗎?請問:
你家庭的功能好嗎? 若是關係好、功能好，我們感謝主! 也學習把
〝好〞分享給別人，讓我們同得美好。若是關係與功能不怎麼好的，
也不氣餒，我們仍有盼望，在教會裡學習，把好關係，好功能帶回家
裡，祝福家人。
一、教會是神的家- 有愛的關係，有好的功能
1.愛的關係
(提摩太前書 3:15)「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
根基。」這節聖經讓我們知道，教會是家。但這家(教會)怎麼來
的?(使徒行傳 20:28)「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
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救
贖的)。」教會是從神的愛來的，因為教會是神用祂自己的血與生
命，也就是十字架犧牲的愛拯救(買)來的。我們原先都是在過犯罪惡
中，作罪惡的奴隸，作世界(世俗)的奴隸，作我們自己的奴隸。是神
用祂的生命把我們從罪惡、從世界、從自己當中拯救出來(買回來)，
使我們歸屬於祂(救回來)。
神救我脫離自己罪惡的眼光。當我來到教會信耶穌後，讀聖經
時，神跟我說，妳為什麼看見妳父親眼中的刺，卻沒有看見自己眼中
的樑木呢? 我認罪悔改，因為我的毛病、我的罪惡比父親還大。我信
耶穌後的第一個改變是我和父親的關係和好。
我們蒙神拯救的人就是教會，我信耶穌、你信耶穌，我們就是教
會，教會不是外在的建築物，教會是生命。神是建立這個家(教會)的
主，神是家長，我們是神兒女，(約翰福音 1:12)「凡接待他的，就
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這就是愛的關係。
2.好的功能
教會按照聖經真理來建造，而聖經真理藉著教會的生命彰顯出
來。這是一體的兩面，是脣齒相依的關係。
教會就是「蒙神旨意所召，以耶穌基督為元首，專為著神及神國
度的事而活，並成為一體的一群人。」神的國是一個家的生活。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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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神、屬天、屬靈、生命的家，是以主為元首的家，是活出主耶穌
樣式的家，是宇宙中神獨一寶愛的家。神是教會的主，是教會的家
長。剛才講到家的四個愛的功能。事實上，神在我們生命裡成就愛的
功能。
*生養的愛:神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藉著祂的道重生了我們，叫我
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前 1:3.23)，得到永遠的生命。
*供應的愛:許多方面的供應，比如，神用祂的話(聖經)，供應我們、
餵養我們屬靈的生命，使我們可以長大成熟(6:35.63)，從稚嫩左右
不分的生命到能分別好歹，拒絕罪惡引誘，甚至能起來爭戰。神也是
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我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關顧的愛:神說，我們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
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
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 5:3-5)，我們軟弱時有聖靈幫助我
們，為我們禱告(羅 8:26)。聖靈關懷我們、照顧我們。
*歸屬的愛: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人(加 3:27)。屬神的
人，沒有一個是失落的(約 6:39)。在基督裡的人，是新造的人，舊
事已過(林後 5:17)。
這些愛的功能，都是我親身經歷的，都是神作在我身上的愛與恩
典，我本不配得，我應得的是死，因罪的工價就是死，我沒有比我父
親好到哪裡去，若有生命錄影機，我播放出來的畫面，一定慘不忍
睹，敗壞至極。我原是屬於死亡過犯的人。只因神的愛，使我成為神
的兒女，領受新生命過新生活。
神生養教會、供應教會、關顧教會，使教會完全屬於祂，教會有
歸屬、有價值! 教會是神的家- 有愛的關係，有好的功能。
【問題討論】請分享在教會(小組)裡，你觀察(體會)到最有愛的人事
物!
二、教會是我(們)的家- 有愛的關係，有好的功能
在(以弗所書 2:13-17)「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
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是)我們和睦…，造成新
人。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
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神作在教會身上的，也要教會
作在人的身上。這就是教會的使命，這使命是從十字架上的愛而來，
這愛的關係與大能，使我們與真神和好、與信徒和睦、傳和平福音、
作貴重器皿。
教會中的成員各有不同，性別不同、學識不同、社經地位不同、
年齡不同、處境不同、成就不同、背景不同，個性也是。但我們相同
的是:靠著耶穌愛的寶血，藉著十字架的大能，使我們成為一家人，
這是生命永恆的關係。教會是我們的家，小組是我們的小家。
三、在小組經營愛的關係與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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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們要保守這愛的關係，當然也要經營這愛的關係，
讓教會與小組彰顯好的功能，因為教會是神的家，也是我們的家，我
們要一起經營這愛的小家。前一陣子，有一位同工，在服事時，面對
另一位同工的不尊重、不像樣、不成熟，他心裡有些心情，本想不理
睬他。但隔天早上 QT 時，讀到聖經說，說你不饒恕人的過犯，天父
也不饒恕你的過犯。他就放過同工，打從心裡饒恕他。同工靠主的話
保守這愛的關係。
1.生養的愛
小組(你)有沒有生養的能力? 意思就是指小組(我)的生命有沒有
傳福音帶人信耶穌的功能? 我(小組)是屬靈的不孕症嗎? 無法生屬靈
的孩子嗎?若是，就要看醫生、調養身體、改變體質。讓小組有生養
的功能。
6/24 下午是這一屆的幸福福長聚餐分享的聚會。我看到一位福
長很熱情、很主動認識陌生人，與人聊天與人攀談。就請問他，他是
如何做到的? 他說，他原不是這樣的人，但傳福音是我們生命中的使
命之一，那怎麼辦? 他就跟耶穌禱告求耶穌改變他的性格，讓他成為
一個傳福音的人。禱告後就付出行動，去探訪人、去跟人聊天，這過
程當然很辛苦、很不容易、是與我們本性相悖離的拉扯，但他的屬靈
體質卻慢慢的改變，現在他具有屬靈的生育的功能，小組裡歡樂聲不
絕於耳。因為有新生命的誕生，小組(我們)會經歷喜樂與充滿生命力
的神奇滿足。小組小家需要有生養的功能，這家才會生生不息，有延
續、有生命力。
2.供應的愛
小組也需要培養供應的功能，小組需要分享見證、分享神的話
語，彼此建立，互相餵養，使我們長大成熟。在小組裡，有幼小稚嫩
的人，那老練成熟的人就多點分享、多點供應。這就是家，有人是有
生產力的，就要承擔供應的功能。有人目前還是消費者，是處在被養
育階段的，就像我們的新朋友 best 一樣，我們就要盡心盡力、出錢
出力供應他、餵養他、造就他，因為他是我們的家人，是我們的孩
子。
感謝主!現在的我是有生產力，是能供應小組的人。從前，我有
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扶不起的阿斗，婚姻、經濟、人際關係、性格、靈
命有問題…，就是個問題人物，腦海要不想發財要不是想自殺。但小
組不斷地陪伴我，為我禱告。
每周我聽到神的話、看到小組裡的生命見證，還有，小組預備的
食物(晚點到的人，沒有責罵還有湯麵可吃)，那時的我就是個消費
者，就是一個被乳養的人，小組的財力、精力、體力都用在我身上，
供應我、照顧我…。我長得慢，但也長大了! 可以養家，可以回報神
的愛，回報教會與小組家人的栽培。現在成為一個有生產力、有供應
力的人，因我先領受小組給我的供應，領受小組的愛。
3.關顧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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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關顧的愛，也是小組生活中一個很好的功能。彼此關心、探
望、問候、支持…，人難免會有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的經歷，在小組
裡我們學習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這就是關顧的功能。
比如，我生病你們來探望我。你去營會我們去探班。我受洗你們
為我祝福。你難過我們為你禱告。我窮困你們救助我。你傷心我們帶
去散步…。這就是關顧的愛。很簡單，去做就好!
4.歸屬的愛
如果小組(我)能發揮前面 3 個功能的愛-生養、供應、關顧，那
麼小組一定有向心力、有歸屬感! 我們會以我的教會(小組)為榮。
神是教會的主，是小組的家長，我們是按神的真理來建造教會、
建造小組，彰顯神愛的心意，使人同得福音的好處。因為神的心意在
你、在我、也在萬民。
在教會(小組)的人是信仰的關係，是屬靈的家人。教會依靠神建
造生命，神藉由教會(我們)來彰顯祂十字架的愛，小組也是。教會並
不完美，因為我們要面對許多的有限與軟弱，我需要你，你也需要
我。沒有你，我活不下去；沒有我，你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脣齒相
依的家人。我們是有相同生命的人，在教會學習生命的功課比較容
易，當我們發揮生命的功能時，就把這樣愛的能力帶回原生家庭，影
響我們的家人。
這些年來，我原生的家庭也改變了! 我母親後來也信耶穌，我曾
問媽媽會不會恨父親?她說:耶穌沒跟我算帳，我怎麼能跟你爸爸算
帳?愛是不計算人的惡。
【問題討論】在教會(小組)裡，你願意如何付出，與人分享主的
愛?(說出具體行動)
報告 1.門徒班報名截止日:7/15。
2.7/28(六)早上母堂有洗禮，凡清楚重生得救者，請向小組長索取洗
15min
禮資料表，並安排約談上受洗真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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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我牧者
耶和華是我牧者
使我躺臥青草地
祂使我靈魂甦醒
我雖過死蔭幽谷

我必不至缺乏
在安歇的水邊
引我走正義路
也必不怕遭害

在我敵人面前 為我擺設筵席
祢用油膏我的頭 使我福杯滿溢
一生一世有恩惠 有慈愛跟隨我
我要住在祢殿中 直到永永遠遠
嘿嘿喲嘿嘿喲 主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和祢的竿 時時都安慰我
嘿嘿喲嘿嘿喲 有慈愛跟隨我
我要住在祢殿中 直到永永遠遠

陪我
我不喜歡一個人孤獨一個人 數算夜空的星辰
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渡過 每個日出每個日落
曾經總是一個人孤獨一個人 面對生命的所有
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渡過 每個春夏和秋冬
陪我一起歡笑
給我一個擁抱
陪我一起歡笑
分享我的一切

陪我一起流淚 陪我回憶陪我夢
一些些安慰 低落時不離開我
陪我一起流淚 陪我回憶陪我夢
喜樂與哀愁 陪著我天長地久

如今不再一個人孤獨一個人 面對生命的所有
找到一份真愛耶穌的愛 陪我伴我到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