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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1
聚會
主題
聚會
目標

主日信息「十字架是神的智慧」

講員：朱永韶 傳道

十字架是神使人在基督裡，同得榮耀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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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動腦啦!」
材料:數字表二份(附件一、二)(包含數字 1-54)
15min 步驟:
1.第一回合:每人發一張附件一的數字表。
2.限時一分鐘，從 1 開始(按順序 2.3.4…54)圈選，不可跳號，計時
結束，請每人回報圈選到幾號。
3.第二回合:每人發一張附件二(有九宮格)的數字表。
4.主持人說明:1 號在左上方格的範圍內，2 號在 1 號方格的右邊方格
範圍內，3 號在右上方格的範圍內，4 號在 1 號方格的下方方格
內，…，10 號在左上方格的範圍內(與 1 號相同)，…以此類推，數
字皆按此規則分布。
5.同樣，限時一分鐘，從 1 開始(按順序)圈選，不可跳號，計時結
束，請每人回報圈選到幾號。(通常可以進步很多)
結語：我們的智慧是從神而來的!
敬拜 以簡短的話激勵大家敬拜讚美神，進第一首快歌：
15min 1.【在這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BLeMrhu9w 組員
一人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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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你是我的盼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F5n1qsl8I
3.Soaking：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h9X2oP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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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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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哥林多前書 1:18】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
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組長
同工

同工

組長
或
同工

組長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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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題目】你覺得"智慧"是何意？
話語
哥林多前書 1:18，這段經文說到人對十字架的道理，會有兩種
40min
截然不同的反映，覺得愚拙或是認為這是神的大能跟智慧?
一、愚拙的道理
(1).與傳統文化不和
幾年前有一位初信主的姊妹，在主日崇拜後，分享他下周要回中
南部家裡跟他父母說他想要受洗，請我們為他禱告，等到下周這位姊
妹回來後，我們就去關心他跟父母溝通的結果如何，他說當他回到家
後，一直無法鼓起勇氣跟爸媽說，到了週日的中午，全家聚在餐桌前
用餐，他終於鼓起勇氣跟父母說他已經是基督徒了，那時餐桌上氣氛
開始凝結，他的媽媽開始責備他怎麼會去信耶穌，還說基督教實在太
霸道了，一點都不包容，竟然說我拜的神，是偶像是木頭做的，那你
們拜的耶穌不也是木頭作的，掛在十字架上，跟我拜得有甚麼不一
樣?
為什麼他們覺得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因為這跟他們從小知道
的習慣文化與傳統不和，他們覺得信了耶穌就是不孝，背棄祖先傳
統，就是否定了他們過去的宗教信仰。
(2).與理性科學不和
另外有人覺得基督教的道理是不合乎理性跟科學的，我國中的生
物課教到進化論，生物的起源是由一個單細胞開始，然後突變變成多
細胞生物，然後慢慢發展成各樣的植物、動物，人的祖先是猴子變
得，但我們卻相信，這世界是神所創造的，說有就有，從無變有，人
不是猴子變得，是照神的形象樣式，跟學校上課教的不一樣? 我們所
信的有些人覺得是神話，違反科學跟理性，我們也不是想通了才信耶
穌的，我只能說神怎麼介紹他自己我就這樣相信了，很多時候我們是
用信心相信，對不信耶穌的人來說，這是神話，是腦袋有洞的人才會
相信的!
(3).與宗教經驗不和
有的人覺得愚拙，是因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讓人想不通，需要信
成這樣嗎?他們無法理解，我們喜歡來聚會，是想要親近神。一般的
民間信仰，如果初一、十五都有拜拜，他就會覺得很虔誠了，或是有
所求、還願的時候才會去廟裡拜，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平日生活是不一
定有關聯的，如果這位神不能賜福給我，就換一個! 所以他們聽到基
督徒每周日都要去教會，還要納稅給教會，每周還有小組聚會…，這
樣的信仰生活是沒信耶穌的人覺得愚拙的，幹嘛花那麼多時間在教
會!
【分享題目】信主前與信主後看十字架有何不同？
二、甚麼是十字架
現在看到的十字架都是正面的印象，例如:醫院、救護車、急難
救助團體等，看到十字架會想到慈善和醫治的地方，可是在耶穌的時
代，十字架是羅馬時代的酷刑，常用來處死叛亂份子這類嚴重反政府
的罪，或是用在奴隸這種卑微身分的人身上，釘十字架是帶有恐嚇和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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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的效果，耶穌在釘十字架前，要先背著十字架從審判的地方走到
城外，然後把你釘在城外明顯之處，十字架對當時的人來說，是一個
失敗跟羞辱的記號!
為什麼基督徒會用十字架當作信仰的記號?可以選擇馬槽當成記
號，也可以選空墳墓當記號，但他們卻選擇十字架當成信仰的記號，
在當時一個充滿羞辱跟失敗的記號，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我們信耶
穌的人，我們這些得救的人身上，我們知道並相信十字架是神的大
能，是神的智慧!
【分享題目】曾經靠神度過難關的見證！
三、基督代替我們愚拙的智慧
十字架的智慧是耶穌代替我們的愚拙，(哥林多前書 1:21) 世人
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
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那些信的人是怎麼樣的人呢? (哥
林多前書 1:26-29)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使一切有血氣
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甚麼是蒙召?通常我們想到蒙召，就
是被神呼召全職成為傳道人，但這裡所說的蒙召，是每一個信耶穌的
人都是蒙召的人，蒙召成為聖徒，蒙召成為她的兒女，我們不是因為
自己夠好了，配得上被神所召，而是蒙神的慈愛，是神主動的作為，
我們是蒙神所召過來的人!
耶穌呼召人的標準跟這世界上的標準完全不一樣，耶穌呼召的門
徒中，有一大半是漁夫－被人稱為沒有學問的小民，稅吏馬太－被排
擠的罪人，這些門徒的品格沒有比較好，信心沒有比較大。
想想看我們蒙召信耶穌的時候，常常是在自我價值低落的時候，
參加教會的受洗典禮之後，可以聽到受洗肢體的見證，他們分享在軟
弱的時候，在困境中遇見了耶穌，一句神的話或詩歌進入他們心裡而
流淚，神醫治他們，生命開始有了盼望，生活開始有了改變，神是有
大能的，也使我們再次回想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自己如果沒有信耶
穌的話，不知道我們現在會在哪裡!
耶穌在十字架上說，來到我這裡，讓我擔當你的羞辱，耶穌甘願
成為軟弱、愚拙、卑賤和咒詛，用世人以為愚拙的方式跟道理，十字
架的道理，為要拯救我們，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受盡羞辱，他定意
要代替我們的軟弱、愚拙、卑賤、無有和羞愧，這就是十字架的道
理，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耶穌代替我們，定意成為愚拙!
(1).你如何看世人覺得十字架是愚拙的道理?
有時候我們連自己都愛不下去，可是這位神卻愛到用他的獨生愛
子耶穌的命來交換，十字架是充滿羞辱跟咒詛的記號，這是愚拙的道
理，但我們這些信的人，被神所召的人，卻真正的知道，這是神的大
能，是神的智慧，(以賽亞書 53:2-6)....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
他的時候....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親愛的弟兄姊妹，不
要以福音為恥，這是耶穌基督為了拯救我們甘願走的道路。基督已經
承擔了我們的愚拙，羞愧和軟弱，我們不是夠好才成為基督徒，成為
神的兒女，是因為神的恩典!
(2).你如何看自己的愚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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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容易看自己不夠好，特別是當我們面對生命中的無力軟弱，
挫敗不能的時候。我在三年前成為傳道人，剛開始還蠻開心的，但過
了一段時間開始有壓力，參加主日崇拜、禱告會時，我在台下就會開
始想，哇啊!有一天我要上台，我行嗎? 我能帶的好嗎?我不行，我離
那標準還很遠，重擔就壓在自己身上，直到有一天我在 QT 的時候，
安靜默想，聖靈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希望這個教會的講台很差，讓你
上台沒有壓力嗎? 聽到這聲音我嚇了一跳，回答神說我不，我當然希
望這教會的講台是非常好，因為我渴望的是弟兄姊妹有好的餵養跟裝
備，神又問我一個問題，那你是夠好了，所以我呼召揀選你嗎? 在你
還不能的時候我就選你，難道你不相信我嗎? 從那一天開始我的心得
到釋放，因為焦點從來都不是我能不能，而是神才是一切的焦點，他
不在乎我有多軟弱，我只要一步步地跟隨，然後看他的剛強在我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
當我們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時，就會在乎人的反應，但當我們
定睛在十字架時，在神的救贖大能時，就會發出感謝與讚美，因為是
神的恩典，他愛我、揀選我和接納我，在我還是罪人的時候，耶穌就
為我而來，不是因為我完美夠好才得救，因著耶穌在十架上甘願成為
愚拙，來擔當我的愚拙，要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叫那強壯的羞愧，使
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都不能自誇!
四、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
十字架的智慧不只是他代替我們的愚拙，更棒的是，十字架的智
慧更是耶穌成為我們的智慧 (哥林多前書 1:30)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
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當我們蒙召後，我們擁有一個新的身分－在基督裡，在基督裡不
只是我的身分，更是我們的生命和生活，在基督裡表明了耶穌有的就
是我有的，我所面對的就是耶穌所面對的，這位神喜歡跟我在一起，
在十架上耶穌說，來!讓我承擔你的愚拙羞辱，十字架是戰勝死亡權
勢的地方，是成就神榮耀的地方，如同耶穌要上十字架前所說的，我
的榮耀的時候到了! 如今耶穌復活升上高天，坐在至高的寶座上說，
來!與我一同做王，一同掌權，讓我的智慧成為你的智慧!
之前提到那位剛信主的姊妹，等他回來教會，跟我們分享在家裡
的那些狀況後，我怕他灰心軟弱了，但他說不會，幾個月後，就瞞著
家人受洗了，但這兩三年的時間，信仰的話題在這家中不再被提起，
然而在去年的一次 QT 中，神感動他說「要勇敢成為家中的那道光，
否則黑暗就會繼續張牙舞爪的掌權，福音的門開不了」，他決定鼓足
勇氣跟父母承認他的信仰選擇。當他在家中這麼做時，他的父親果然
如他所預期的大聲斥責說，信耶穌的人全都是頭腦有問題的，罵完就
繼續看他喜愛的政論節目。突然我們姊妹有一個感動，他跟父親說：
「爸～你知道這個女主持人李晶玉是誰嗎？她是基督徒，然後她老公
彭文正，也是基督徒。」現場一片安靜，但這個安靜不是空氣凝結的
安靜，而是有耶穌同在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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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的身分是在基督裡的人，基督的智慧成為我們的智慧，
他的榮耀就是我們的榮耀，當我們在面對所有的事情時，是耶穌與我
們一同去面對，所以我們不懼怕，哥林多前書 2:7 提到，基督因著十
架得著那榮耀，使我們在基督裡面，如今我們在基督裡與他一同得享
榮耀。
甚麼是十字架的智慧?簡單的說，就是與主同死同活，當我們聽
到同死同活的時候，常常會覺得要付上代價，跟隨耶穌要背十字架，
要捨己，但與主同死同活不只是這樣，不是我們要付上些甚麼，而是
主與我們一起，耶穌為我們付上，與主同死，是我們的罪，我們的愚
拙、羞愧和軟弱，全歸在耶穌基督身上，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們，而
與主同活，是我們如今因著神的救贖，得以在基督耶穌裡面，與他一
同復活，基督成為我的智慧，我的公義、聖潔、救贖，一同得享榮
耀，經歷在基督裡的豐富。
十字架的道理在滅亡的人認為愚拙，因為他們覺得條條道路通羅
馬，何必那麼堅持，但我們得救的人卻深深地知道這是神的大能，我
們迷路了，是耶穌走遍每一條道路來尋找我們，為我們釘在十字架
上，成為世人以為愚拙的道理，來承擔我們的愚拙羞辱，他剝開自
己，成為道路，死在十架上，使本來愚拙的我們，得以在基督得裡面
成為豐富跟榮耀!
結語:我們一起成為與主同死同活的人，耶穌已經在我們裡面了！
報告 1.分享彼此需要並代禱。
2.為十一屆幸福小組預備週及與 Best 關係聯繫禱告。
15min 3.4/14(六)舉辦春季郊遊，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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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神的子民合一聚集
熱切期盼遇見祢
天要敞開神的道傳遍
因為我們渴慕尋求祢

主你是我的盼望
主祢愛我溫暖我的心 主祢領我陪伴我與我同行
當我軟弱失望灰心時候 祢將我擁抱在祢懷裡
主我愛祢歌頌祢聖名 主我屬祢尋求祢渴望親近祢
單單注視耶穌祢的榮美 吸引我來快跑跟隨祢

在這裡在這裡 耶穌祢現在在這裡
我相信我相信 喜樂的江河在這裡
榮耀彰顯奇妙神蹟將顯明
天上國度降臨在這裡

主祢是我的力量 主祢是我的盼望
是我患難中永遠的倚靠
主祢是我的力量 主祢是我的盼望
賜我能力使我站立 讓我生命充滿喜樂

祢的靈在這裡 這裡就有自由
聖靈自由運行無止盡
移山倒海信心 堅定不斷升起
期待偉大神做奇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