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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8
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主日信息：幸福的得勝者

講員：黃金城 傳道

神使用教會傳遞幸福，使人接受福音，經歷得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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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贏了！
道具:無
15min 口訣:(兒歌)-好朋友我們行個禮，握握手呀來猜拳！石頭布呀看誰
贏！輸了就要跟我走！
進行方式：
1.每個人自行尋找一人，二人一組，預備猜拳。
2.二人要先唱一遍口訣，然後唸出「剪刀、石頭、布」的同時，進行
猜拳，一直猜拳到分別出勝負為止。
3.輸的人要跟在贏的人後面，將手搭在贏的人的肩膀上。帶頭的人繼
續找人猜拳。
4.重複以上的動作，一直到只剩下一支隊伍為止，遊戲就結束！
大家一起說:「我們是一支得勝的隊伍，因為我們有主！」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15min 1.【我要全心讚美】 https://youtu.be/Bs-pQZ9b0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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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靠著耶穌得勝】 https://youtu.be/BDG1mSVnzYk
3.Soaking： https://youtu.be/yvbftoh7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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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組長
同工

同工

組長
或
同工

組長
1. 與主題相關性的見證 (1 人-事先安排或現場鼓勵)
同工
2. 靈修心得分享(1 人-請小組長務必帶領分享)
【馬太福音 14：14–21】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人。天
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
人散開，他們好往村子裏去，自己買吃的。」耶穌說：「不用他們
去，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說：「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兩條
魚。」耶穌說：「拿過來給我。」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
這五個餅，兩條魚，望着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
人。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
籃子。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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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
40min

【問題討論 1】請問:幸福是什麼？(請以一句話形容)
這個月的主題是流淚撒種，歡呼收割。撒種收割就是指傳福音。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幸福的得勝者，又幸福又得勝。我們要來看一段耶
穌行的神蹟，叫我們傳福音越來越有信心盼望。
一、世人幸福靠教會
耶穌舉辦一場大型醫治佈道會，在這之前，耶穌已經行過很多醫
治的神蹟，耶穌趕鬼、使瘸腿的行走、使瞎眼得看見等等，很多人要
來看他行神蹟、聽他講道。經文告訴我們，其實不只五千人，因為婦
女孩子沒有計算在內，有聖經學者說，按一比一保守估計，約有一萬
人，差不多是台北小巨蛋開大型演唱會可以容納的人數。
門徒沒預料到這場醫治佈道會這麼久，天色將晚，過了吃飯的時
間，耶穌的門徒中，有人建議耶穌停止聚會，讓民眾進村子去買吃
的，因為在那個野地沒有賣吃的，恐怕大家餓肚子。這是一個明智的
建議，因為門徒沒有預備晚餐。何況耶穌的門徒只有 12 人，以保守
估計五千人算，每個門徒要負責約 400 人的晚餐。想像南勢角福音中
心要在台北小巨蛋辦五千人的大型聚會，只有 12 個同工加忠哥，那
個難度有多高！何況門徒沒有預備。所以，耶穌說：
「你們給他們吃
吧！」這句話很奇怪！似乎有一些特別的含意。
從整段故事知道，耶穌行神蹟，使五千人吃飽，如果只是單單要
行神蹟，耶穌可以自己來。畢竟耶穌在這之前所行的神蹟，例如:使
水變酒、平靜風浪、甚至使死人復活，都是自己來。神說有就有，所
以耶穌只要說:現在每個人手上有五餅二魚，每個人手裡就會變出五
餅二魚，一點也不需要門徒做甚麼。但耶穌沒有這麼做，耶穌說:你
們給他們吃吧！耶穌定意要叫在場餓肚子的五千人，因為門徒拿來的
五餅二魚得飽足。耶穌叫門徒給他們吃，是一個象徵，有一個隱含的
意義就是，耶穌定意叫世人因為教會得飽足。
叫五千人吃飽的是耶穌，那麼誰去告訴人耶穌在哪裡？唯有教
會。世人一生忙碌為要尋找甚麼是真正的幸福、渴望得著幸福，但是
人若沒有找著耶穌，就在這世界尋找替代品，舊約聖經的耶利米書二
13 說，人在世界找到的幸福，就如同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看起來
有水，但是池子會漏水，最後還是沒水。
福音書裡，有一位撒瑪利亞的婦人就是人尋找幸福的典型代表。
她在井旁打水遇見耶穌，耶穌看她大熱天、大老遠辛苦來打水，就告
訴她。(約翰福音 4:14-15)「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
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婦人說：
「先生，請把這
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耶穌點醒她，她曾經
有五個丈夫，現任的情人還不是她的丈夫。她遍尋不著幸福，直到她
遇見耶穌。
(約翰福音 6:35)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
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換句話說，人若沒有到耶穌這裡來，沒
有信耶穌，就會飢渴。而誰來告訴他們，耶穌在哪裡呢？就是教會！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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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只有藉教會才能找到主這活水的泉源。因為，神指定教會是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 3:15）「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教會是神在地上傳揚福音唯一的代理人。教會被神呼召、
被神託付使世人飽足，是使世人幸福的唯一管道，教會不傳，世人就
要飢餓乾渴，甚至死亡。這是教會偉大的使命，也是教會的尊榮。
有一位牧師說，教會被神呼召不是來聚會，而是去傳福音。雖然
還是要聚會，但是想想我們在這裡讚美神的恩典，對於外面一堆走向
死亡的人如果無動於衷，這樣有甚麼益處呢？
【問題討論 2】請分享你在教會感受到的幸福有哪些？(可以限定一
人分享一項)
二、教會得勝靠耶穌
(馬太福音 14:17)門徒說：我們這裏只有五個餅，兩條魚。門
徒只有五餅二魚頂多夠 1-2 人吃，無法滿足這麼多人的需要。門徒是
普通人，我們也是有限的普通人。那麼教會能夠滿足世人的需要嗎？
1.教會是一群普通人
面對世界福音的需要或是說要把福音傳遍地極，我們也只有五餅
二魚，我們沒辦法，我們應付不了。雖然聖經有應許，(羅 1:16)這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徒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
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但是，恐怕有人會感到(主阿，我們所傳
的有誰信呢？)(賽 52：7)。然而，教會裡是一群信靠耶穌的普通
人，情況就不一樣，這群人就不普通。
2.神使用普通人
神使用普通人。叫在神面前驕傲、自命不凡、不信靠神的人羞
愧，叫愚拙的、軟弱的、卑賤的、被人厭惡的和一無所有卻信靠神的
普通人抬起頭，指著我們的神和福音誇口。(林前 1:26-29)
3.有甚麼就給神甚麼
當門徒說只有五餅二魚，耶穌二話不說，叫門徒拿來。因為拿給
耶穌，才有這個神蹟。耶穌望着天祝福，擘開餅。一直擘，好像擘不
完，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太 14:20)他們都吃，並且吃飽
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不管你有甚麼，拿
來給神就對了。有甚麼就獻甚麼，有多少獻多少。少或不夠，在神都
不是問題。
所以，我們實際來看看傳福音面對五千人的困難？我們有哪些五
餅二魚可以拿給耶穌？五千人的困難(傳福音的困難)我們可能感到，
失敗挫折-沒有 Best、Best 不來、Best 不信。畏縮害怕-因為沒做
過、不熟練。但是我們有五餅二魚。禱告、作見證、帶詩歌、帶遊
戲、邀請、佈置、點心、作餐、水果，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的，是我
們的五餅二魚，可以拿給耶穌的。
我高中信耶穌，是因為一位教會的姐姐常常去我家等我，我才回
去教會並受洗。我的二姊在大陸工作因為揭發公司弊端，生命受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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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我和美姿為她禱告，一年後她失業回台灣，經歷很多神蹟信了耶
穌，也帶領幾十個人信耶穌。往前追溯，因為那位姊妹獻給耶穌她的
五餅二魚，那就是禱告和等候。
禱告也讓我們小組第一次打幸福小組時，5 位 best 全部落戶，
其中有一位受洗。另一位是邀請一年都說不要，第二年來的，她說只
要來一次，結果是八次全勤，而且已經持續來小組一年多了。
4.全程參與，全程經歷
耶穌遞餅透過門徒，讓門徒全程參與，全程經歷神蹟。參與神的
工作很重要，有參與、有親身經歷，為主見證就有力。因為你人在現
場，你親眼看見，你親耳聽見，你親手摸過，都是第一手資料。耶穌
就是要我們成為參與和親身經歷神的見證人。所以，不要擔心自己不
足，自己不夠，有甚麼獻甚麼，有多少獻多少。也不要擔心結果會怎
樣，我們負責不了，但是神會負責。我們雖然不足、教會雖然不大，
但是只要願意獻給神，然後等著看神蹟。你會看見耶穌用你所會的一
點東西，讓人信耶穌。教會能叫世人得飽足，因為我們有行神蹟的
神。耶穌行神蹟，教會就必得勝。
台北信友堂康來昌牧師曾經用五餅二魚的神蹟講道，取一個很聳
動的名稱，叫做「失敗的神蹟」
，他解釋說，
「就我們瞭解，這神蹟一
點也不失敗，這是個偉大的神蹟。這是唯一一個四福音都記載的神
蹟。如果說失敗，只能說現在（或以前）的人不相信這種事。如果你
相信，那神蹟本身是一點都不失敗，而且偉大，就是耶穌用五個餅、
二條魚餵飽五千人。」
所以，我們能信五餅二魚的神蹟，現在還會發生嗎？如果你信，
請把你的五餅二魚獻給耶穌。我們的行為顯出我們的信心。不是受洗
的人數有多少顯出我們的信心，而是我們投入傳福音的人數和次數，
會顯出我們的信心，會見證我們是否信五餅二魚的神蹟會再發生。
我們已經有真理和策略，真理是我們都要傳福音，策略是幸福小
組。求聖靈賜我們信心，直到傳福音的文化漸漸成形在教會，成為教
會的基因，成為習慣，成為核心信念，叫我們自然而然的傳起福音
來。不要因為沒開幸福小組，不傳福音。不要因為作了有挫折感，停
止傳福音。不要因為任何負面經驗，拒絕傳福音。教會繼續幸福，教
會不斷得勝，叫世人找到幸福的源頭。
【問題討論 3】未來在傳福音的事上，你願意投入的是什麼？(例如:
奉獻、接待新人、與街坊鄰居分享福音、開放家庭接待、參與幸福小
組、參與禱告會、在小組聚會分享見證分享靈修、參加福音隊…等)
結語:傳福音，一定有我一份！
報告 1.九月份宣教奉獻對象是：CCMN 柬埔寨宣教士 Awa、Linda 一家，請
代禱和奉獻支持。
15min 2.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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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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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秋季郊遊來囉！日期:10/26(六)，地點:羅東運動公園+棲蘭森林遊
樂區+坪林步道，請踴躍邀約未信主的親人朋友參加，請向小組長報
名，報名截止日:10/16 額滿為止。(受洗肢體$700、未受洗朋友
$350)
4.幸福小組開跑，歡迎邀請 best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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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全心讚美
靠著耶穌得勝
全心感謝 全心讚美 進入祢的院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我軟弱得改變
全心頌讚 獻上為祭 是嘴唇的果子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祢是王
在祢裡面 一無掛慮 喜樂滿溢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我不再罪中打轉
常常感謝 不住禱告 盼望在於祢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我要全心讚美 跳舞頌揚祢名
在祢殿中一日 勝過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讚美 讚美還要讚美不停
義人棚裡 歡呼聲永不息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不必懼怕挫敗 深知主恩更廣闊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