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聚会程序
2021 年第 15 周（2021 年 4 月 11 日–2021 年 4 月 17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目的：建立组员间彼此的信任和友谊，培养常常感恩的心。
为某件事感恩：
每个组员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分享在过去的岁月中，你为某个人做了某件事，使得他/她很感
激你。并分享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你有怎样的感受，他/她又是如何的感受？譬如你是
出于某种原因，还是单纯地出于爱心帮助了他，等等。最后由组长带领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让我们时常能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并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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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是爱

我决定跟随耶稣

除祢以外

Chu Si Ai

Goa Koat Teng Kun Te Ia-So'

Tu Li I Goa

主是爱, 主是爱

我己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3X)

除祢以外

Chu si ai, Chu si ai

Goa i keng koat teng beh kun te Ia-so'

Tu Li i goa

主爱永远不更改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伫天顶我无所意爱

Chu ai eng oan bo kun kai

Eng bo hoe thau, eng bo hoe thau

Ti thi* teng goa bo so' i ai

主是爱, 主是爱
Chu si ai, Chu si ai

主爱永远不离开
Chu ai eng oan bo li khai

*清心的人可看见
Chheng sim e lang kho khoa* ki

心里诚实的会了解
Sim lai seng sit e oe liau kai

在主殿中, 全心来敬拜

若没人愿意, 我都要跟随 (3X)
Na bo lang goan i, goa long beh kun te

永不倒退, 永不倒退
Eng bo to the, eng bo to the

十架在头前, 世界在背后 (3X)
Sip ke ti thau cheng, se kai ti poe au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伫地上我无所欣羡
Ti toe chiu* goa bo so' him sian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谁人会拭干我目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Sia* lang oe chhit ta goa bak sai

Eng bo hoe thau, eng bo hoe thau

除祢以外
Tu Li i goa

Chai Chu tian tiong, choan sim lai
keng pai

谁人会互我得安慰

顺服的人可听见

Sia* lang oe ho' goa tit an ui

Sun hok e lang kho thia* ki

*虽然我的肉体及我的心肠

谦卑的子民神欢喜

Sui jian goa e jiok the kap goa e sim tng

Khiam pi e kia* ji Sin hoa* hi

渐渐地消退

在主爱中, 跪下来敬拜

Chiam chiam e siau the

Chai Chu ai tiong, kui loh lai keng pai

总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力量
Chong si Siong-te si goa sim lai e lat
liong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Si goa e hok hun, tit kau eng 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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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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复活了！

讲员：颜中民牧师 Ps Daniel Gan

讲道日期：2021 年 4 月 3 日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3-4
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不是神话，不是传说，不是一个故事。耶稣的复活是圣经清楚所说的。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负责看守耶稣的坟墓的罗马士兵
和宗教领袖，都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坟墓是空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耶稣是真的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5-8
5 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6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
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7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8 末了也显给我看，...
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人，复活后的耶稣都曾向他们显现，他们都是见证人。
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
1. 喜乐 Joy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12-14
12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13 若没有死人复
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14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
枉然。
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的复活，证明祂是上帝的儿子，是拯救我
们的救主，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
约翰福音 John 21:14 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多次向门徒显现。当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了，内心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这
表示他们所相信和跟随的耶稣不是一个虚假的神，而是一个真正的神。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17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若耶稣没有复活，表示赎价仍未还清，我们还没有脱离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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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20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使信祂的人，不再被罪恶捆绑，跟耶稣一同复活，得到全新的生命。
2. 力量 Strength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32 ...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若人死如灯灭，一个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那么生命根本就没有意义，我们也没有力量继续存活，
保罗说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在基督里，信的人都会复活。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胜过了罪恶和死亡，并会保守一切属祂的人，
使人在这黑暗的世代中，充满着力量，可以勇敢安然地活着。
罗马书 Romans 6:6-8
6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7 因为已死
的人是脱离了罪。8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罪捆绑的力量那么大，靠人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但若靠复活的耶稣，因祂已经胜过罪恶，
胜过死亡，所以信祂的人也有力量胜过罪恶。
3. 盼望 Hope
哥林多前书 1 Corinthians 15:35-38, 42-44
35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36 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
不能生。37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38 但
神随自己的意思给它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42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
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43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44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
灵性的身体。
保罗以“植物”来比作身体的复活，正如种子要埋在地里“死去”，才会生出来。生出来的植
物与种子的形状是不同的，因为神赐给它新的“形体”。我们复活的形体也会与现在地上的身
体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新的身体会变得完全，永不朽坏，不会再有病痛，不会再有死亡。
约翰福音 John 14:2-3
2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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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知道复活的救主，已经到天堂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若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永生
了。耶稣的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相信祂会回来带我们去祂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复活的耶稣带给每一个信祂的人，有天国的盼望，有永生的福份。当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人生
就没有可惧怕的，因为生命在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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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分享耶稣的复活带给你哪方面的喜乐？Please share what joy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brings to you?
Q2. 你生活中有哪一方面需要耶稣赐给你力量，以致你能得胜？Is there any area of your life
that needs Jesus to give you strength so that you can be victorious?
Q3. 耶稣的复活表示信祂的人也能复活。请分享这带给你什么盼望？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means that those who believe in Him can also be resurrected. Please share what
hope this bring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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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欢迎回家

我们将于 4 月 24 日恢复福建的实体聚会。我们已在教会的网站上更新了有关实体聚会轮替表
的最新资讯。你可以上网 fcbc.org.sg/zh/welcomehome 查看此轮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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