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0 年第 48 周（2020 年 11 月 22 日–2020 年 11 月 28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
题目：时光机
目的：展望未来，增进自信
材料：“时光机座椅”
1. 组长先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未来取向的游戏，各人对未来的展望，投射他现在的感受，并由
其他组员的回应中，增进其自信心。
2. 每人用 2 分钟的时间，想想自己 5 年后会是什么摸样。
3. 各人轮流坐上时光机，述说自己 5 年后的情形（年数可由组长弹性设定）。
4. 讲述完毕，各人给予回应。
B. 敬拜 Worship（15 分钟）:
【带领敬拜的人要控制时间、带领大家祷告。若圣灵感动组员有知识的言语，组长可以让领受
的人按次序说出来。】
永远赞美主

主圣灵

主给我平安

Eng Oan O Lo Chu

Chu Seng Leng

Chu Ho' Goa Peng An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主 (4X)

主圣灵! 我需要祢与我同行

主给我平安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o lo Chu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kap goa
tang kia*

Chu ho' goa peng an

我要永远永远感谢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am sia Chu

主给我平安

主圣灵! 我需要祢来带领

Chu ho' goa peng an

Chu Seng Leng! Goa su iau Li lai toa nia

我的耶稣真爱我

我要永远永远服事主 (4X)

让我甭靠自己, 让我能顺服祢

Goa e Ia-so' chin thia* goa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hok sai Chu

Ho' goa boe kho ka ki, ho' goa thang
sun hok Li

给我平安

我要永远永远敬拜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eng pai Chu

我要永远永远跟随主 (4X)
Goa beh eng oan eng oan kun te Chu

求主圣灵坚强我的心

Ho' goa peng an

Kiu Chu Seng Leng kian kiong goa e
sim

*我的心有平安
Goa e sim u peng an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认识祢

我的心有平安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jin bat Li

Goa e sim u peng an

因为耶稣真爱我

噢! 主圣灵! 我要更加亲近祢

In ui Ia-so' chin thia* goa

O! Chu Seng Leng! Goa beh koh khah
chhin kun Li

给我平安

让我知影祢的真理
Ho' goa chai ia* Li e chin li

让我明白祢的真理
Ho' goa beng pek Li e chi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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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goa peng an

C. 话语 Word（50 分钟）:
【请组长事先做好预备，最好先看过一遍，对内容有个概念，再思考如何按着圣灵的感动，引
导每位组员分享。请注意，重点不是讲道，而是引导每个人应用神的真理。】
信息主题：我是复活

讲员：陈茂顺牧师 Ps Jason Tan

讲道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约翰福音 John 11:25 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原文「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和合本被翻译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这是主耶稣的七个“我是”宣告，当中的一个，祂拥有复活和生命的主权，复活的能力在于祂，
生命的气息是祂所赐。
传道书 Ecclesiastes 8:8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
希伯来书 Hebrews 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事情——人是会死的。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人会死。
罗马书 Romans 5:12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
为众人都犯了罪。
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罪就从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死又是从罪
来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耶稣说：“我是复活”，那复活帶来什么盼望？
1. 胜过死亡 - 有永恒的生命 Triumph over death - Have eternal life
约翰福音 John 11:43-44
43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44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
手巾。…
这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祂行这个神迹，就是要证明祂是复活的主，祂能够叫死了的人
复活。耶稣不但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圣经也把耶稣最后的受难告诉我们。祂被钉在
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接着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事实，耶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
活了。耶稣不但能够叫别人复活，祂自己从死里复活。
罗马书 Romans 1:4 …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复活是一种大能，惟有这种大能才可以叫别人复活。因为耶稣本身有这个能力，所以这就证明
了祂就是上帝的儿子。惟有这位有大能的耶稣，才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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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 Hebrews 9:27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若灵魂受审后被上帝弃绝，那就是“永远的死亡”；若灵魂进天国乐园与上帝同在，那就是
“永生”！
约翰福音 John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
得永生。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了祂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凡信祂名的人，因信称义而成为天
国的子民，上帝的儿女，得着了永生的确据。
2. 胜过捆绑 - 成为新造的人 Triumph over bondage – Become a new person
约翰福音 John 11:43-44
43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44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
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耶稣对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耶稣的宣告有这样的能力，拉撒路真的从坟墓里走出来了。
但是他走出来的时候，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这样是没有能力过正常生活的，所以耶稣
做出了另外一个宣告。
约翰福音 John 11:44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
叫他走！”
“解开，叫他走！”耶稣叫人解开拉撒路一切的束缚，让他可以自由的行走，可以自由不受捆
绑的行走。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重生的基督徒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会被许多东西所捆绑和束缚，
这些东西成为了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的障碍，使我们不能全心地跟随上帝。
主耶稣要对我们每一个在挣扎中，在捆绑中的人说：“解开它，叫他走！”，耶稣要解开我们
属灵生命的死结，让我们得到一个属天的释放和自由，突破我们生命中一直缠累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胜过捆绑，成为新造的人，绽放美丽自由的生命。
希伯来书 Hebrews 12:1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
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一切不属神的，凡是容易阻碍我们奔走天路的一切事情。当它成为我们
灵性上的缠累，分散我们的思想和注意力，使我们不能全心全力走属灵的道路时，我们就要抛
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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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Romans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使徒保罗呼吁我们要更新自己，这个世界情欲的事乃属血气的事，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圣灵
能够帮助我们顺服上帝，帮助我们致死自己的过犯，审察自己的心，叫我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了。
我们要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来战胜属灵的争战，要日益更新自己的心意，要不断依靠主和顺服
主。我们要不断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好使我们的新人能日益与主的性情有份，能日益变成主
的样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能够得胜，因为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与耶稣
同死亡，同埋葬，也与祂一同的复活，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小组讨论分享：
【请组长以下列问题带领小组讨论，在控制时间的同时也尽量让每位组员都有机会参与发言，
分享。将分享讨论带出来的问题或困难带到分组祷告中彼此服事。】
Q1. 请分享耶稣的复活对你有何意义？Please share what does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mean to you?
Q2. 基 督 徒 对 生 离 死 别 和 复 活 该 有 何 认 识 ？ 信 靠 主 为 何 不 再 惧 怕 死 亡 ？ What should
Christians know about lif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hy do you no longer fear death
when you trust the Lord?
Q3.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后，要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追求？After we become new creations,
what further pursuits should we pursue?
D. 服事 Work（15 分钟）：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叫神感动他们出席主日聚会和小组。
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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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聆听神的声音

为了那些有兴趣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培养聆听神声音的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将举办线上(Online
Zoom)“聆听神的声音”的课程。课程将于以下日期与时间进行：
日期：2020年12月9日 (星期三）
时间：傍晚 7.45 - 10.00 点
报名链接：https://forms.gle/VFnyNBQwExgi5fPb7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12月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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