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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1
聚會
主日信息：做就對了
講員：黃玉玲傳道
主題
聚會
我們是因福音得救的人，要作福音的事。
目標
流程
活動內容
人員
準備 1.聚會前 30 分鐘抵達並做好場地、器材預備。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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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工
3.同工會前一起禱告並笑臉相迎。(手機關閉或靜音)
歡迎 1.鼓勵組員帶新人來，並營造歡迎的氣氛迎接。
全組
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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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主做就對了(猜領袖)
同工
道具:無。
15min
進行方式：
1.請一個人當「猜領袖」的人，請他暫時迴避。從組員中選一人當領
袖。選好之後，請「猜領袖」的人回來。
2.領袖做甚麼動作，大家跟著做，(秘訣是，不要盯著領袖看。)，領
袖要隨機換動作，不要被猜的人發現。例如拍手、摸耳朵…等等。
3.「猜領袖」的人要猜出領袖是誰。有兩次猜錯的機會，猜錯兩次或
猜對就換人當「猜領袖」的人。
結語：我們的領袖是主耶穌，跟兩邊的人說：「跟主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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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個時刻】https://youtu.be/8xGdaxTpAYA 一人一句輪流
或
開口讚美神的屬性和作為，禱告結束進慢歌，繼續敬拜：
同工
2.【你愛永不變】https://youtu.be/hzihEvsJnxY
3.Soaking： https://youtu.be/KHRuVmr44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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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與主題相關性的見證 (1 人-事先安排或現場鼓勵)
組長
靈修 2. 靈修心得分享(1 人-請小組長務必帶領分享)
同工
以弗所書 2:8-9 你們是靠神的恩典，憑信心而得救的；這不是出於你
經文 們自己的行為，而是神的恩賜。既然不是靠行為，你們就沒有甚麼好
誇口的。
話語

9 月份進入一個新的主題是「流淚撒種，歡呼收割」，這是講到生

40min 命取向，表達了撒什麼種就收什麼果。今天要講「做就對了」。但是
只要做就一定對嗎?不一定，做不一定對，因為要看做什麼? 做賊就
不對；作奸犯科也不對；跟人作對也不對；還有，不知來由悶著頭直
直的做也不對! 就跟撒什麼種一樣的意思。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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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個人到另一國家觀光。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看到二個工
人。頭一個拿鏟子在道路旁挖一個洞，且每隔三公尺就挖一個洞，很
規律，另一個工人就跟著前一個工人把剛挖好的洞回填回去，如此反
覆延續好幾公里。這觀光客就覺得奇怪，便問第一位工人：你們在做
什麼?為什麼你一挖好洞，後面的那個人就把洞給填回去？第一個工
人說：我不知道耶，我只知道我負責挖洞。然後問後面那位工人:你
在做什麼? 他也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負責填土。不過，我們原
來是 3 個人一組，今天第 2 個(中間的)請假沒來，他是負責種樹。
他們在作什麼?在做綠化道路的事，這是對的事、美的事，可惜
他們不知道為何而做? 若不知道目標時，「做」的這個行動，可能就
會讓自己感覺只是做苦力、作工人，賺一點工資而已，沒什麼大不
了，就是 low low 的。如果他們知道他們所做的是綠化道路，那就不
一樣!目標不同，不是挖洞種樹填土的工人而已，而是在綠化城市，
為城市增添美麗色彩，為居住的人帶來品質的提升，這是不得了的工
人，是相當高級的工人，這樣的做就對了，這樣的做就充滿非凡的意
義與價值。所以，目標很重要。
「做就對了」跟「做對了」是不一樣。做對了是講結果，就像工
人挖洞挖對了；填土填對了一樣， 他做對了。而「做就對了」是講
目標使命，如同一個靶一樣立在那裡，目標(標竿)確立了，然後朝靶
心射出去，向著目標前進，不再猶豫，起而行之，去「做就對了」，
從起點到終點中間的過程都是朝著那個目標前進，因為那是行動(做)
的方向。
請讀以弗所書 2:8-10，「你們是靠神的恩典，憑信心而得救
的；這不是出於你們自己的行為，而是神的恩賜。既然不是靠行為，
你們就沒有甚麼好誇口的。實際上，我們是神的創作，是為了美善的
工作是在基督耶穌裡被造成的；神早已預備好了美善的工作，要我們
在其中行事。」
一、我們是福音的人，因為福音是救恩的禮物
第 8-9 節，「你們是靠神的恩典，憑信心而得救的；這不是出於
你們自己的行為，而是神的恩賜(禮物)。既然不是靠行為，你們就沒
有甚麼好誇口的。」我們得著救恩不是因我們的行為，比如道德、修
養或學歷、性別、貢獻、長相、國籍、修行…等，都不是。人人都是
罪人，縱使我們以為的善人、好人也都是罪人，因人的善與好是相對
的好，因我們的心比萬物還詭詐，壞到極處(耶 17:9)。人得救乃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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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那是耶穌基督為罪人釘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那是耶穌基
督捨了自己生命讓我們有新生命的愛，這是福音。
福音是神的恩賜，恩賜有禮物的意思，福音是救恩的禮物。講禮
物就容易明白。
禮物的特性，1) 禮物是別人給的，我們得救是神給我們的禮
物，所以「我不是我自己的人」，我的生命不是屬於自己的，而是屬
於神的。誠如加拉太書 6:14-15「至於我，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
字架以外，我絕不以別的誇耀。因這十字架，對我來說，世界已經被
釘十字架了(世界死了是說，世界風俗習慣、學說理論、價值觀念思
想死了，不受其左右)；對世界來說，我也已經被釘十字架了(我已經
死了是說舊生命死了、罪人的習與觀念死了，不受其擺佈)至於受割
禮不受割禮都不是最要緊的，最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凡相信耶
穌認罪悔改的人都是新造的人，也就是福音的人，他不是屬於自己，
他是屬於神，是福音的人，因為領受救恩的生命-福音。
禮物的特性，2) 禮物是用來送人的，禮物從來不是自己享用
的。我們的生命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的生命是禮物；是要分享出
去，因為我們是屬耶穌的，是福音的人。第 10 節上半句更清楚的
說，「實際上，我們是神的創作，是為了美善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
被造成的；」我們是神的創作，創作有「作品、被造」的意思。也就
是說我們是神作出來的作品，從哪裡做出來的?從基督耶穌裡被造成
的，就是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中得救的人。被造的目的就是為
了神美善的工作。我們是福音的人理當作福音的事。
【問題討論】當你得到福音，成為神的作品，你最棒的改變是什麼?
二、我們要做作福音的事 - 關乎救恩一切美善的事
第 10 節下半句說，這是「神早已預備好了美善工作，要我們在
其中行事。」美善的意思是「好的」，這跟創世記第一章神創造時所
用「好的」是同一個字，這是一種生命、一種眼光；是神的生命與眼
光，信耶穌的人就有這生命與眼光，因為我們是在基督耶穌裡被造
的，信耶穌就在(進入)耶穌基督裡，也就是所謂的重生。從今而後，
行事為人朝向神的生命與眼光前進，祂是我們的標竿與心意，我們行
事為人要做一切關乎救恩美善的事，也就是與福音有關的一切事。
所謂福音的事，即我們的言行舉止、思想態度，當與基督耶穌的
福音相稱，淺白的說，即所言所行所思所想都是為了(與人同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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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處，因為我們是神的恩賜、神的禮物，這是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誠如，煮愛筵的目標是什麼? 不是把菜燒得色香味俱全，也不是
把預算控制好，把各樣的營養素平衡(菜單)，如果這是目標的話，那
心與眼就專在菜上面；在錢上面；在管控上面。那就跟前面所講的工
人是一樣的，只是做苦力滿足自己而已。愛筵的目標是因主耶穌的緣
故，願意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愛筵有什麼福音的好處? 一大群人一
起吃飯-歡喜快樂! 有人做飯給我吃-尊榮! 不用錢-樂意分享! 彼此
相愛-見證神蹟啊!(一個廚房只能有一個主人的錯謬，我們只有一位
主，大家都是僕人，操練屬靈生命)。這是目標，菜單是這樣是那樣
不是目標；我是切菜還是跑腿的不是目標；我是否被讚美或被批評不
是最重要；菜吃光光或不夠吃不是最重要的…。以上是重要且要留意
的，愛筵的目標是我們因福音的生命力展現出來的一切美善，比如和
睦、包容、饒恕、互助、甘心、謙卑、忍耐、喜樂…。
無論做什麼，都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這「心」是新人新生命
的心，是耶穌所給的救恩之心、福音之心，不是自己罪人老我的心。
也誠如，幸福小組一樣，我們在幸福小組裡勞心勞力，為的就是
與 best 同得福音的好處。幸福小組很辛苦、很花時間、精神、金
錢…，也很操我們的生命，因要敞開分享見證、不同恩賜一起同
工… 。我們本性喜歡分，但聖靈要學習合，教會就是一個極高難度
的地方，每個人的社經地位、家庭背景、性別年齡、學歷才能、政治
立場、價值觀念…都不一樣的人聚在一起，信耶穌、學生命操練，教
會真奇妙! 神真偉大!這是極大的神蹟。
我一直在福音的第一線，我知道那是什麼滋味、什麼感受? 從屬
靈的無 BEST 到有 BEST，經營 BEST，關懷 BEST，到他能來幸福小組，
心裡有感動、有經歷，還願意繼續來，可以落戶，去 E1，到信耶穌、
到受洗，仍是屬靈嬰孩，一張白紙什麼都不懂，甚麼都不會，要陪
讀、要帶領、要教導，我們做屬靈父母乳養他們，使他們成為耶穌基
督門徒，能夠一生跟隨主，實在是一條極漫長的路。更多時候是挫
折、無回應、無回報，我們自己也常感覺無力或無心，許多時候是也
因為自己愛不足也就沒有能力愛，我們很需要讀經、禱告，讓自己被
神餵養與擁抱。
還有 BEST 自己生命的光景，一個人一個樣子，一個人一個故
事，我們也關顧不來。這些我都知道，這些經驗都是過程，我們可能
會束手無策、會苦惱難過、會疲累無助、也會流淚禱告，這時我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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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什麼是牧人(耶穌)心腸，不是嗎? 但這一些過程不是目標，目標
是關乎福音的事，而且作的時候就有經驗、有經歷，有神奇妙的恩典
在其中，我們也會享受其中的甘甜喜樂，傳福音帶領人是又苦又甜的
事，就像帶小孩一樣，好煩好累卻也好樂好滿足!
還有，今年我們跟 CCMN 的配搭與支持。因為神的心意是近處遠
處都有福音，我們也努力讓四塊田地同時作。地極的部分，我們和
CCMN 配搭，每月支持一位宣教士的生活費與寫祝福紙片給他，還有禱
告會為他們禱告，並且今年有 7 位弟兄姊妹去短宣，我們一同插旗宣
教宣，何等榮耀!
信耶穌的心若沒有行動的呈現，那是一個死的生命，言行舉止、
行為活動是信心的見證。我們是領受神恩典的人，然而，恩典不是一
個口號。在我們的財務上，恩典展示於慷慨的行動；在我們的家庭
中，恩典展示於款待的行動；在我們的關係裡，恩典展示於饒恕的行
動。 我們是福音人我們作福音事。
【問題討論】請選一個和妳最好的 best，練習跟他作見證，邀請他
來參加教會活動。
報告 1.秋季郊遊來囉！日期:10/26(六)，地點:羅東運動公園+棲蘭森林遊
15min 樂區+坪林步道，請預留時間參加。
2.【培育課程】門徒班-報名截止日：9/8，9/20(五)起陸續開課。
3.9/22(日)兒童主日學好朋友聚會，時間:AM10:30，地點:18 教室，
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4.幸福小組開跑，歡迎牧養小組邀請 best 去參加他組的幸福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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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時刻】
神已揀選我們 神已預備我們
帶著神的愛 宣告盼望在這世代
領受這大使命 側耳謙卑聆聽 跟隨祂腳步
將福音傳到世界地極
(副)就是這個時刻 帶著主愛走遍世界各地
我們所踏之地 萬民都要歸向祢
就是這個時刻 帶著主光照亮黑暗之地
大聲宣告耶穌是主 萬國都敬拜祢
(橋)就是這個時刻 不再遲疑
就是這個時刻 勇敢前去
就是這個時刻 不再遲疑
就是這個時刻 勇敢前去
以生命見證 耶穌祂活著

【你愛永不變】
你流出寶血 洗淨我污穢
將我的生命贖回 你為了我的罪
犧牲永不悔 顯明你極大恩惠
(副 1) 我深深體會 你愛的寶貴
獻上自己永追隨 或傷心或氣餒
或生離或死別
願剛強壯膽永遠不後退
(副 2) 哦 你愛永不變 從今直到永遠
深深澆灌我心田 或天旋或地轉
經滄海歷桑田 都不能叫我與你愛隔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