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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12
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傳福音有屬天的價值

講員：黃玉玲 傳道

福音具有屬天的價值，福音是神賜給我們的使命，也是榮耀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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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捨去』
進行方式:
15min 1、每人發一張紙、一枝筆。
2、首先在格子中寫下自己最寶貝的事或物至少十樣，在宣佈開始
後，每人找人猜拳，猜贏的人可在輸的人的寶貝表格中(任何一
個)劃掉，然後將對方的寫到自己的表格中(可跟重複的人猜拳)。
結束後看誰取得最多！捨得最多！
結語:生命中的取捨，有時令人兩難，要如何做一個對自己好的選
擇，需要靠主的智慧幫助。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15min 1.【齊來讚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7r9JdM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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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大家繼續敬拜：
2.【日日夜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HTuEZmQ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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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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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
同工

同工

組長
或
同工

組長
同工

【歌羅西書 1:28-29】【彼得前書 2:9】【馬太福音 13:44】
經文
【題目分享】對你而言最有價值的東西(或事)是什麼?
話語
組長
40min
一個人的生命如何改變與得救? 福音，耶穌基督的福音使人改
變，使人得救。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當我們傳福音時，就會經驗到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彼得前書 2:9 說，「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
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
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從前我們是在罪惡過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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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但權勢、在糞堆裡像個垃圾。一個罪人沒有任何價值可言，因為
罪的工價就是死。但福音拯救人，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使人重生，
好像資源被回收一樣，垃圾變黃金，罪人成義人。每一個基督徒都經
歷福音的大能。我們的生命在耶穌基督裡，重新有了全新的價值，我
們是被揀選的，是君尊的，是聖潔的，是屬神的，我們是有價值的
人，我們是擁有屬天價值的人。有屬天價值的人就做有屬天價值的
事。屬天價值很多，一切關乎福音、生命和虔敬的事，都是有價值的
事。
今天我們要講傳福音有屬天的價值。在哥林多前書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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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得福音的好處〞，福音是神的大能拯救人的生命，因此，福音就
具有屬天的價值，福音是神賜給我們的使命，也是榮耀的呼召。面對
神榮耀的呼召是要付代價的，跟從主本來就一條付代價的道路。我們
如何面對這樣的代價呢?
一、盡心竭力- 為福音付上代價
我們一起來讀歌羅西書 1:28-29「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
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
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我也為此勞苦」，為福音勞苦，盡心竭力。傳福音是勞苦的，
勞苦就是付代價，傳福音是要付代價的。什麼是付代價? 就是出力!
出人!出錢!出時間!出愛心!出行動! 傳福音有很多種策略，目前幸福
小組是教會整體的福音行動，因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1.人的努力- 我的代價
在這段經文我們看到兩個力，一個是人的努力，這是我們的代
價，竭力在原文裡有打鬥、奮鬥的意思，也就是用最大的力氣去做，
認真、努力，盡心盡力地去做，這是人的努力，人的本分。
有一回，我和 A 同工到 B 同工的的家裡小聚，聊聊他們個人的
事，大約 10 點時，A 同工就說她要趕回去，因 10:30 是幸福小組一
起禱告的時間。這就是本分、就是竭力，付上答應一起禱告的代價，
當一回事，在乎、看重。
在上一屆的幸福小組的時間中，我也看到許多小組總動員，忙上
忙下的，一下說要去採買，一下說要陪 best 去醫院看病，一下說要
去找禮物，我真的看到: 拚下去了! 盡心竭力，付上代價。但如此努
力就能成就神的工嗎?當然不是。
2.神的能力- 我的經歷
另一個力就是神的能力。「照著祂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這個大
能是神的能力，傳福音需要神的能力，因為若不是聖靈感動，沒有人
能口稱耶穌是主，這是我們的經歷。在跟隨主、服事主的過程中，這
兩個力(人的努力與神的能力)是同時存在的。我們這一生都不斷地經
驗百分之百的依靠神的能力，還有百分之百的盡自己的努力。不是神
50 我 50，或是神 80 我 20，加起來總共 100，我們的合作成為 100，
不是的。而是百分之百是神的能力；是我們離了祂，甚麼也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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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祂離了我們，什麼也做不成；是我們全然依靠主，依靠祂的大能
大力，在「成就」的這件事情上，全然沒有我們的功勞。
有一位幸福小福長很認真備課，我看到她在講義裡畫線、標重
點，演練好幾次，認真戰兢的預備。結果?題目一問下去，空氣當場
凝結，停了好幾分鐘，不知何是好? 完全沒有照她想像的，沒有照她
因竭力付出，所以有美好的呈現，大家買單熱烈分享。當時的情況很
冏、很冷，福長的心裡就默默用力禱告倚靠神。在一片安靜後，有位
best，她從來沒有開口分享過(冷眼旁觀的酷妹)，她慢慢娓娓道來，
分享福長問的題目。那一次的聚會，許多人認識她，知道她的心情與
遭遇，小組的關係就更進一步。讓人敞開心、有平安、願意分享是聖
靈的工作，是神百分之百的愛，在愛中的分享有醫治的能力，不是我
們有多行、多厲害。百分之百是神的能力，這是我們的經驗。
那為什麼又說，百分之百是我們的努力呢? 因你我該做的事要自
己做，那是本分要盡心竭力付上代價去做，我們的本分神不會替我們
做。比如，讀經、禱告、傳福音、與人和睦…。神不會代替我們做
的，這些事都是我們的本分，是我們要付代價去做的。曾聽過一位弟
兄說，他跟神禱告，請神早上叫他起床讀聖經，結果他沒起來，然後
說，神沒有叫他，所以他就繼續睡。起床讀經是我們的本分，要付代
價像打鬥、奮鬥一樣的努力，百分之百的本分是我們要努力的事，而
讀經得到屬靈的供應是神的能力，經驗神百分之百的能力。
盡心竭力付上代價是因為神配得我們這樣來服事祂，因我們都是
破格被任用的人。請再讀一遍彼得前書 2:9「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
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
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們原沒有這天國榮耀的資
格，是因主耶穌的福音才能事奉神!我們生命裡有一個榮耀的恩典就
是破格任用!
【題目分享】你曾經做過最盡心盡力的一件事是?
二、捨下自己- 為福音放下主權
傳福音要付代價-為福音勞苦，出力! 出錢、出時間、出巧思、
出愛心，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馬太福音
16:24「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來跟從我。」「捨」是「放下」之意，他的相反詞是抓住。在我們
跟從主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一些是我們抓住的、緊緊抓住，緊抓不放
的? 我們需要放下才能空出手來去承接神給我們的託付。
「捨己放下」即放下主權。有一些事交給神很容易，因為不是那
麼在乎；有一些事要交給神很困難，因為相當在乎。誠如有些人覺得
把感情交給神很困難，因為在乎緊緊抓在手上，他一定要他要他想要
的。有些人覺得把事業交給神很困難，因為在乎不能放下。有些爸爸
媽媽覺得把兒女交給神非常困難，一定要抓在手上不能放。成為基督
徒的我們終其一生都在面對什麼是我緊緊抓在手上而需要放手交給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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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捨己放下的這件事情上，我們會發現每一位回應神呼召讓
自己的生命進入神命定的計畫裡的人，都在面對放下，而且放下的都
是生命裡最在乎、最享受，因為在乎才會抓在手上；因為享受才會放
不下。不在乎、不享受就沒有放的問題。
1.離開習慣
就像亞伯拉罕一樣，亞伯拉罕進入神對他的呼召、命定、應許
時，第一件事情面對的是什麼?創世記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那是習慣，已經很習慣的地方。他面對進入神要帶領的
地方的一個挑戰就是離開熟悉習慣的地方。
2.離開地位
摩西進到神對他生命那個榮耀的計畫時，他離開埃及的王宮。
埃及的王宮是什麼? 是權勢地位。聖經歷史學者說，摩西極有可能成
為下一任法老的繼承人，他雖是公主的養子，但表現卻相當優異，很
有機會與法老競爭王位。在這過程中，我們不知道摩西在想什麼，但
是知道距離權勢王位只有一步路而已，但是神把一份對那些受苦的以
色列人的負擔放在他裡面時，他面對即將到手的王位，他選擇放下，
他離開。
3.離開舒適圈
還有，尼希米，當神呼召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聖城時，那
時的耶路撒冷時是一片廢墟、荒涼毫無建設，沒有發展的前途，而尼
希米在在書珊城的王宮裡當酒政的官，那是很舒服的位子，沒什麼政
治責任，確有政治的地位。但當神把感動為耶穌撒冷重建聖城時，尼
希米離開，離開富庶、離開安逸、離開享受。
4.離開安全範圍
以斯帖呢? 從一個孤兒、亡國奴，然後在被擄之地被提升為波斯
帝國的王后，一個奴隸成為王后，這個的位份是多麼尊貴! 正在那時
候，以色列其實是已經亡國了，甚至面臨被滅種的危機，因為惡人當
道，設下計謀要滅以色列人。以斯帖面對一件事就是她繼續待在寢宮
裡當王后，還是出頭去求情救以色列民呢? 因為她是王后，誰也動不
了她，就算所有以色列人被殺光，她仍是王后，很安全的。以斯帖面
對的是:我要跨一步出去出頭，還是留在原處不動呢? 因為跨一步可
能會出事，因沒有國王召見是不得見王的。但當她進入神的心意與計
畫時，她說:你們為我禁食禱告 3 天，然後我違例進去見國王，若我
死就死吧!她面對的是離開安全範圍。
這就是捨己，每一位跟隨主、要要進入榮耀呼召的人，都在面對
這一些。像亞伯拉罕一樣，我已經習慣這樣了!習慣這裡了!
其實習慣是滿可怕的事，它會讓我們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就像
以色列人當年留在約旦河東時，有雲柱、火柱的生活。雲柱動就動；
雲柱不動就不動，每天都很習慣，神每天按時供應 3 餐，有瑪哪、有
鵪鶉，而且衣服鞋子也不會穿破，繞啊!繞的過生活。但他們每天都
在抱怨，抱怨人、抱怨事、抱怨生活、抱怨神。好單調，好無聊。神
說，跨過約旦河去爭戰得地為業領豐盛時，他們又覺得，其實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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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滿好的，滿習慣的，幾十年了!不也是這樣過了嘛! 今天，也許我
們也站在約旦河邊，跨不跨呢? 就像有些人的小組生活滿單調的，聚
會了無新意，每周繞啊繞的，也不知要去哪裡?沒有異象與目標。那
就來開幸福小組，小組總動員…。別別別，還是留在原地就好。
馬偕博士從遙遠的地方來到台灣這塊土地，開始了福音的工作。
他有一句的話:寧可焚毀，不要銹壞。他離開他的家鄉是很不容易的
事，離開習慣、舒適圈與安全感，心會痛、會煎熬、會不安，但是寧
可焚毀，也不要銹壞，生命不要擺在那裏等著爛。安逸圈一無是處，
最後只會成為一個豬圈。
有位同工，在她 50 歲時，立了個志向:人生下半場，好好服事
主，回應神的呼召。這幾年看到她生命的態度不一樣，活得認真、盡
心竭力，寧可焚毀，也不要銹壞。
回想 2012 年，我們十多人，回應神的呼召，離開母堂要到這裡
時，當時的心情我依稀記得，母堂大、人多、分工細、責任輕。在那
裏很習慣、很舒適、很安全，其實要跨出來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大
家都面對掙扎與拉扯，但同心禱告心一定就出來了!這 6 年來，在南
勢角的服事，很冒險，因為多是從無到有，很多都是沒有做過的事，
沒有走過的路，現在發覺跨出來真好，真值得，因為精彩、榮耀，有
價值。
【問題討論】以上提到要捨己的內容，有哪一樣是你曾經經歷過的?
三、看見價值- 就沒有付不起的代價
其實，在我們人的一生中都在做選擇，大大小小的選擇，或輕或
重的選擇。福氣教會的楊牧師有一句他常說的話，沒有付不起的代
價，只有看不見的價值。人生沒有付不起的代價，有時我們會覺得我
付不起這代價，因為這太難、這太苦、這太離譜。其實不是付不起，
而是沒有看見價值。如果我們看見那個價值，就會付上代價。
每一天我們都在面對這樣的事，比如我願不願意來參加主日、
禱告會、培育系統…等等，花時間、花精神，還花錢呢? 為什麼? 因
為與我們的生命有益處，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有價值的事。在禮拜六的
晚上或禮拜天的下午，或平常時間，我們參加小組聚會，不去唱卡拉
ok，不去跳舞玩樂，不去打牌消遣，這也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價值
的呈現!
沒有付不起的代價，只有看不見的價值。當我們看到價值時，代
價就不是代價了。我們一起讀馬太福音 13:44「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
裡，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
地。」這是耶穌所講的天國價值觀的比喻，講到神的國好像寶貝，寶
貝就是價值，這價值「藏」在地裡頭，人從表面上來看就是泥土、砂
土、石頭，沒什麼了不起的地啊! 但有人的眼光不一樣，他看到了地
底上埋藏著寶物價值非凡連城，很自然地，他的反應就是賺到!賺到!
快快地、歡歡喜喜地變賣一切-「捨」，付上代價，把這地買起來，
那麼這地裡的寶貝就屬於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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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價值，代價就不是代價了! 看到價值，就沒有付不起的代
價!如果沒有看見價值，我們所看的就都是代價、付出、犧牲、減
少、損失。我們就只有覺得好苦、好累、好煩、好囉嗦、好多事喔!
然後甚麼都沒有，一場空。但是如果看見價值時，雖然有犧牲、有代
價、有付出，出力、出錢、出時間、出愛心….，雖然還是很辛苦、
很疲累、很麻煩，但因為有價值，這些就算不得什麼了。父母養育孩
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他是寶貝，他是價值，再苦、再累都願
意、都值得。
耶穌、耶穌的福音是我們的價值，為了這個價值需要付上代價，
也會遭遇困難與逼迫，但有今生與來生的價值。願南勢角是一個看得
見天國價值的教會，更是歡歡喜喜地付上代價，回應神呼召的教會。
當我們看見人在基督裡生命的改變，我們會從心裡說：這至暫至輕的
苦楚，卻成就了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4:17），這是何等的價
值!
【問題討論】分享上週和別人做見證的過程?
報告
15min
點心

1.下半年幸福小組組隊中，請儘快組隊完成報名。
(密訓:8/26。聖靈特會:9/19、9/20。差派主日: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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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來讚美
大山小山都要來讚美 太陽月亮星星來讚美
海洋與河流齊來讚美耶和華
大山小山都要來讚美 太陽月亮星星來讚美
萬物要歌唱 齊來讚美耶和華
我要專心專心來愛祂 將我的心的心獻給祂
將我每一天化做喜樂的詩歌
我要專心專心敬拜祂 我要歡呼歡呼讚美祂
將我每一天化做喜樂的詩歌
哈利路亞 我要唱 哈利路亞 我要跳
哈利路亞 我要大聲歡呼讚美
哈利路亞 我要唱 哈利路亞 我要跳
哈利路亞 我要大聲歡呼讚美

日日夜夜
耶和華祢大榮耀降臨 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祢子民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我受造是為了敬拜祢 我受造是為了榮耀祢
祢是我們的神 祢與我們同住
因祢榮耀 我不住敬拜
聖哉 聖哉 聖哉 昔在今在永在
榮耀 榮耀 榮耀 配得頌讚愛戴
聖哉 聖哉 聖哉 全地向祢跪拜
尊貴榮耀都歸寶座羔羊
日日夜夜不停獻上 禱告如香不停升起
日日夜夜不停獻上 讚美獻祭永不斷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