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09
聚會主題

主日信息「遇見復活的主」

聚會目標

認識主耶穌復活的意義與盼望

流程

講員：黃玉玲 傳道

活動內容

人員

準備
30min

1、 聚會前 30 分鐘抵達並做好場地、器材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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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

歡迎
5min

1、 鼓勵組員帶新人來，並營造歡迎的氣氛迎接。
2、 座位安排：讓新人和邀請他的人坐在一起，並讓他的兩側都坐小組
員。

全組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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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in

活動名稱：「進退有主」
材料: 「進」 「退」卡各一張、階梯圖一張、骰子一顆、筆一
枝，骰子用完請歸還。
進行方式:
1. 開始進行時，請先抽進退卡，看是進或退。
2. 請帶領者將骰子放在抽卡的人手中。
3. 拿到骰子的人請以兩手當作骰盅搖擺。抽「進」卡時，喊:
我進我進我進進進，隨後丟出骰子。抽「退」卡時，喊:我
退我退我退退退，隨後丟出骰子。
4. 看丟出幾點就進幾階，或是退幾階。(用原子筆畫圈圈標註)
5. 最先到最上階或是最下階，遊戲就結束。

同工

結束請大家一起說:「在成聖的路上，有進有退，靠主就不怕」
敬拜
15min

見證靈修
10 min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1. 歌頌復活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hSdwWI9A
請組員每人一句，輪流開口讚美神的屬性和作為，小組長禱告結束，禱告
節奏漸慢，進慢歌，請大家繼續敬拜：
2. 感謝耶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p-byrJ1ss
3. Soak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R22Do90vQ&index=1&list=RDgw
R22Do90vQ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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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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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同工

組長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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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太 28:1-10(請查閱聖經)
神的話語
40min

【問題討論】 你有遇過人情冷暖的經歷嗎?

組長

這段經文有兩個對話，一是天使對婦女說，主耶穌已經從死裡
復活的宣告，並且要去告訴耶穌的門徒，免得難過憂傷。第二是
耶穌對婦女說，同樣是要她們去告訴門徒，祂已經復活了，並且
復活的耶穌要和他們見面。原本人以為死了、絕望、痛苦、羞
恥.…的事，竟有神蹟發生，這是死而復活的喜樂！
在這之前(26-27 章)充滿著無情、冷漠、自私、詭詐、黑暗、
死亡:
① 耶穌被出賣，被祂的門徒以 30 舍客勒賣掉，祂在地上生命
只值 30 舍客勒。
② 被抓:祭司長帶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就來抓拿耶穌，好像捉拿
強盜通緝犯一般。
③ 被背叛:耶穌被抓時門徒四散，祂嚐盡人情的冷暖。不久
前，門徒中還誇海口定意要跟從。
④ 被誣告:有人作假見證陷害祂、攻擊祂，耶穌行神蹟、醫
病、趕鬼、傳道，用比喻講很多的真理，盼望他們能明白，
但卻被反咬一口，要置祂於死地，只為了眼前小小的利益。
⑤ 被嫉妒:聖經說因為嫉妒的緣故，宗教祭司非要置耶穌於死
地不可。嫉恨真的如陰間之殘忍，他們的眼裡容不下耶穌。
⑥ 被傷害、被毆打、捉弄: 這些人不僅用言語傷害咆哮耶穌，
還動手腳欺侮祂，呼祂巴掌、吐口水在祂身上、用拳頭打
祂，言語上消遣、嘲笑祂。
【問題討論】以上耶穌所經歷過的，我們也曾經歷過哪些?
綜觀這些，從上到下、從社會的高階層到藍領階級都看不起耶
穌；從關係較遠到關係親密的人，也離開了耶穌。人生至此情何
以堪!這一刻，是耶穌代替人類受羞辱、受咒詛、被輕視的總集
合，耶穌擔當了人一切的罪惡、敗壞、無知。所有發生在耶穌身
上的，也都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在地上我們會被誣告、陷害、
出賣、遭人反對、被人嫉妒、受到挑釁、傷害、人的遠離、誤
會、嘲笑、消遣、被人設計，或者是為了什麼利益要置你於死
地；而人們對待耶穌的樣子，也同樣是我們對待神兒子的寫照，
不理會祂的心意、不在乎祂的愛、不希罕祂的作為、不明白祂的
心意，踐踏祂、反抗、拒絕、傷害、悖逆、誤會、遠離、輕視、
與祂敵對，唱反調…。
耶穌背負我們人類所有的罪惡與敗壞死在十字架上，成為受咒
詛的。祂不發一言，默默承受這一切的虛假、控告，但事實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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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辯，神愛人的事實勝於人不信神的雄辯。無論人們對祂的態度
是什麼，祂以大能顯明祂的愛、祂的得勝。祂因愛的緣故，為我
們死，也因愛的緣故為我們復活! 祂的復活敗壞了人一切的私慾
和魔鬼的謊言，還有罪惡的死亡。
過程中，還有人預備給耶穌收屍，給祂一個好的安葬，希望在
耶穌死後為他作些什麼。 但 3 天後，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反倒
給人類歷史、給我們的生命有一個全新的開始。
【問題討論】耶穌復活對你的意義是?
一. 主耶穌復活的宣告〜 已經成就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就是 3
天後的早晨，婦女們來到墳墓前關心。在這時發生了異常的現
象，「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
開，坐在上面。」這地震的原因是有天使下來把墳墓的門滾開，
坐在上面。這是刻意的舉動，「滾開墓門」是讓人看見墳墓是空
的，是證明裡面沒有死人，因為耶穌已經復活了，祂不在墳墓裡
面，空墳墓是祂復活的證據與記號之一。
「祂不在這裡，照祂所說的，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
地方。」『已經』是完成式，是成了的意思，當耶穌被釘在十字
架上要斷氣時，祂就說：成了!救恩完成了! 救恩成就了!因為耶
穌成為罪身(罪惡身體)的樣子，為世人的罪死十字架上，除去了
死亡對人的轄制，從此以後，死亡就不再是人的結局了。死亡之
門的另一面是歡迎回家。面對死亡，人有了出路，耶穌是救恩的
完成者。
【問題討論】在復活的意義中，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二. 復活的意義〜 全然改變

1. 不在這裡→ 祂是改變生命的主
「 不在這裡」就地理環境來說，祂不在死亡的墳墓裡；就生
命的角度來說，祂是復活的主，勝過墳墓死亡並且敗壞掌死權的
魔鬼。延伸出來的意思就是祂已經不在地上所遭遇的那一切裡，
包括什麼？
① 不在門徒的出賣裡〜 祂不在人以為的價格裡，30 舍客勒
的輕量，這是人量、人定，不是神看的，神看人生命的價
值在於認不認識主、信不信主？這是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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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不在領袖嫉妒迫害〜 祂不在宗教的迫害裡，不在人權的下
面，神給人的是信靠祂的生命，不是宗教的頭銜，信靠祂
就勝過迫害、死亡的害怕。
③ 祂不在門徒的離開否認裡〜 祂不在人的善變軟弱裡，祂是
那一位永遠愛祂所揀選的，不管人如何對祂，祂愛人的心
永遠不改變。
④ 祂不在關係的斷絕中，因為死亡已經廢掉的神與人、人與
人之間的冤仇，聖殿的幔子由上到下裂成兩半（預表祂的
身體為我們擘開），從此開通了與神、與人和好的道路。
不在這裡的意義，使我們的生命有全新的開始；使我們的生命
有一個榮耀的價值。
2. 照祂所說的→ 祂是信實的主
耶穌曾經 3 次對門徒說，祂要受許多人的苦害，要被交在人的
手裡，被定為罪犯，受人的戲弄、鞭打，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第 3 天要復活(16:21、17:22、20:18)。這一個宣告就證實了耶
穌是信實的主，祂說話算話，祂怎麼說事就怎麼成。
3. 已經復活了→ 祂是得勝的主
復活吞滅死亡；生命吞滅了死亡；得勝除去了咒詛。復活的主
帶給我們的生命就是得勝、能力、盼望…。
『不在這裡，在那裡？』不在死亡裡，在生命永生裡。不在失
敗軟弱裡，在得勝剛強裡。不在黑暗裡，在光明裡。不在咒詛
裡，在耶穌基督的祝福裡。不在羞恥裡，在神的榮耀裡。不在地
上的短暫裡，在天上永恆裡。不在絕望裡，在生命的盼望中。不
在嫉妒仇恨裡，在彼此相愛接納裡。不在被罪控告的裡面，在真
理自由的釋放裡。不在肉體裡，在聖靈裡。感謝主!因信主而得
的復活生命，就是這樣美好!
4. 快去告訴…→ 祂是愛世人的主
耶穌的復活證實了祂愛世人的心，祂不願意有人沈淪在黑暗的
死亡裡，悲悲慘慘的下陰間，痛痛苦苦地過永生。祂愛世人，願
意每一個人都得救。祂是愛世人的主。
5. 不要害怕，願你們平安→ 祂是平安的主
耶穌降生時就透過天使傳遞這平安的意念：不要懼怕！我報
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祂在地上與人同住時，看見
人因苦難受苦，祂就告訴門徒說，你們要相信我，因為在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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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在我裡面你們有平安。現在，祂從死裡復活了，仍然向人祝福平
安！
【問題討論】本週內向一位朋友或親友分享信仰見證。
三 復活的延續〜 傳揚佳音
快去告訴門徒、告訴弟兄，讓人得著復活的生命。感謝主！祂
就是把這樣的生命賜給信靠祂的人，並且祂的心意不是我們這一
群獨享而已，世界上的活動，常常是「獨享」是「佔有」的，但
主的心意常常是「彼此」的、是「分享」的。願人與我們同得這
福音的好處。願我們繼續傳揚主耶穌復活的大好信息，使許許多
多的人的生命能得勝、有平安！
報告
15min

點心
15min

歌詞

1. 分享彼此需要並禱告。
2. 春季郊遊即將在 4/22 舉行，請提醒參加的人準時參加。
3. 培育系統，即將在 5 月開跑，E1(5/20)、E2(5/13)、
E3(5/6)，請繼續往下一壘前進。
4. 第 9 屆外展開始報名了，請踴躍參加福音行動，立志:一年
打一次外展，經驗福音大能，操練傳福音，鍛鍊屬靈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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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頌復活主
復活的主是主耶穌
世上沒有祂的墳墓
挪開咒詛挪開羞辱
祂已完成偉大救贖
復活的主是主耶穌
世上沒有祂的墳墓
同來歡呼同來慶祝
祂已完成偉大救贖
世上有那一位神為世人而生
世上有那一位神為世人而死
世上有那一位神為世人復活
世上有那一位神今天仍活著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為我受死
感謝耶穌 為我付上代價
因你受刑罰 我得平安
因你受鞭傷 我得醫治
因你十架上憐憫和恩典
救贖我 賜我更新的生命
因你愛我 直到永遠不更改
挪去我重擔 是我的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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