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哥林多前書系列 16–
16–堅信基督復活的真理
基督復活的真理
2019 年九⺝ 6、7 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9/07 聖經日，使徒行傳-翻轉的大能
- 9/08 洗禮
- 9/15 福音主日(遠志明牧師)；主日裝備課程開始上課
- 9/21 小組長雙⺝會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禱告:
！祂帶領我們經歷祂的信實，
使 SG 的工程建造完滿結束。求神使用我們和這場地，帶領我們與祂
同工，傳揚祂的美德和信實，領人信耶穌，一起來敬拜祂。
感謝讚美神

1.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2.

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語
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本週主題：堅信
本週主題：堅信基督復活的
堅信基督復活的真理
基督復活的真理
經文：哥林多前書 15：
15：1-11，
11，5050-58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
不是徒然的。
(林前 15：
不是徒然的。
15：58)
58)

完整的福音必然包含耶穌的受死、埋葬和復活，這三者必須同
時具備才是完整的福音。耶穌如果沒有從死裡復活，那就沒有所謂
的福音，那我們所信的也就枉然了。神為世人所預備的福音是根據
基督的死、埋葬和復活而完成的，叫一切信耶穌是神兒子的都可以
因這福音得救。基督從死裡復活是福音的要件，也是神大能的彰顯，
遠超過一切物質的觀念，就連仇敵撒但也知道基督的死裡復活對牠
的關係重大。因此，撒但就盡全力來攻擊基督復活的史實，在基督
復活時，撒但就使人造謠說，並沒有復活的事，耶穌的屍體只是被
門徒偷去。就連當時的哥林多信徒，甚至至今仍有人在謠傳說，基
督並不是身體的復活，只是精神的復活等等謠言。故此，神的兒女
務要在使人得救的福音真理上認識更深，以免落入仇敵的網羅裡。
一、基督
一、基督真
基督真的從死裡復活了
從死裡復活了（林前
復活了（林前 15：
15：1-11）
11）：(請先讀 v. 1-11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務要堅守使人得救的
使人得救的福音（
福音（1-4）：保羅強調這福音是他
從主那裡領受並傳給哥林多信徒的真理，當時他怎麼傳，
現在還是傳同樣的真理，因為真理是永遠不變的。人若真
的領受並堅守到底，就必得救。而這福音真理在舊約裡就
已經有預言，基督果然為我們來到世上並(1) 為我們的罪死
了。耶穌以無罪的代替我們成為有罪的，祂為我們死就滿
足神對罪公義的追討。(2) 埋葬了。證明衪的死是肉身真的
死了。 (3) 為我們的罪第三天復活了。基督復活就代表祂
已經完全勝過了死亡的權勢，基督已經徹底的為我們還清
了罪債，罪再也不能控告人、綑綁人了。基督的復活使一
切信耶穌的人都能夠得到永生。【請參閱以賽亞書53章】
B. 有許多見證人見
有許多見證人見證基督的復活（
基督的復活（5-8)：一般猶太人的見證
都需要有兩、三個見證人，而基督的復活顯現，卻有許許
多多的見證人，可見基督的復活是鐵一般的事實：(1) 個人
的見證：磯法，就是彼得(路 24：34)。(2) 團體的見證：
十二使徒(約 20:19-24)。(3) 非常有力的見證：有五百多個
弟兄親眼看見耶穌的復活，而保羅在寫此信之際，這五百
多人中還有人活著，當時只要有一個人反駁保羅所說的，
保羅所傳講的一切將遭受到極大的懷疑。(4) 耶穌肉身的弟
弟雅各：他本來不信主耶穌是彌賽亞（約 7：5），可能在
主復活向他顯現後才歸信主。後來雅各成為耶路撒冷教會
的領袖，他的見證必然是十分可信的。(5) 保羅：他之前是
熱心捉拿基督徒的猶太教徒，但被復活升天的主耶穌顯現

呼召才悔改、事奉主的。所以，他才會用〝未到產期而生
的人〞來形容自己。

C. 保羅親身經歷基督死裡復活的大能 (9-11)：保羅見證他本
不配得基督的救贖恩典，但主不但親自向他顯現並呼召他
成為外邦人的使徒，因此，保羅稱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
保羅蒙恩向外邦人傳福音，其經歷雖比其他使徒勞苦，但
靠著神的恩典，許多人信主了，當然也有哥林多的信徒。

討論問題 1：福音就
福音就是好消息，你曾聽過甚麼樣的好消息？
是好消息，你曾聽過甚麼樣的好消息？你認
，你曾聽過甚麼樣的好消息？你認
為甚麼樣
為甚麼樣的消息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呢？
的消息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呢？(破冰題)
破冰題)
討論問題 2：基督福音
基督福音的內容是甚麼
福音的內容是甚麼？
的內容是甚麼？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福音
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福音
的內容呢？這
的內容呢？這和其他的宗教有
宗教有何區別呢？ (觀察題)
觀察題)
二、基督
二、基督的
基督的復活勝
復活勝過了死亡(
死亡(林前 15：
15：5050-57)：(請先讀 v. 5050-57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保羅在 12-49 節裡傳講基督復活對我們信仰的重要性，以及復
活之後身體改變的真理。
A.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50)
50)：血肉之體是會朽壞的，所
以，它只能在這世界裡經歷生老病死。而神的國是永恆的、
不朽壞的。因此，血肉肢體是無法承受神的國。
B. 當 主 再 來 時 ， 信 徒 的 身體都
身體 都 必改變
必改 變 (5151-53)
53) ： 保羅把一個
身體改變，承受神國的奧秘告訴我們：當號筒末次吹響時，
也就是主再來的時候。那時候，在一個極短暫的時間裡，
那在主裡已死的人都要復活，他們已朽壞的身體要變成不
朽壞的身體；那本來已死的身體就要變成不死的身體。而
那在主裡還活著的人，則是直接把會朽壞的身體變成不朽
壞的身體，必死的身體變成不死的身體。

C. 為 基 督 勝 過 死 亡 的 權勢感
權勢 感 謝 神 (5454-57)
57) ： 當保羅傳講這奧
秘之後就引用何西阿書 13：14，以及以賽亞書 25：8 說明

鈎

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勝過死亡的預言，在信徒身體改變之時
就應驗了。因此，保羅宣告說，死亡的毒

就是罪，罪的

權勢就是律法。因沒有人可以完全的遵守律法，以致被律
法定罪，罪的工價就是死亡。人無法擺脫罪與死亡，但如
今基督已經復活了，祂已經勝過罪和死亡的權勢，祂已將
人從罪和死亡中拯救出來了。這個好消息對當時常常要面

對殉道，死亡威脅的信徒來講，他們靠著基督已經可以不
再害怕死亡了。因此保羅情緒高昂的為著基督得勝死亡而
感謝神。
討論問題 3：當基督再來時會發生甚麼樣的事
基督再來時會發生甚麼樣的事？
再來時會發生甚麼樣的事？這些事跟你我
這些事跟你我又
有甚麼關係？（觀察、應用題
有甚麼關係？（觀察、應用題)
（觀察、應用題)
討論問題 4：死的毒鈎是甚麼？罪的權勢又是甚麼？這
死的毒鈎是甚麼？罪的權勢又是甚麼？這真理如何
影響你
影響你對死亡的看法？（觀察、應用題）
觀察、應用題）
三、因基督
三、因基督的
因基督的復活，
復活，務要竭力
務要竭力多
竭力多做主工 (林前 15：
15：58)：
58)：(請先讀
v. 58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A. 務要堅固信仰：
務要堅固信仰：保羅在講完基督復活的真理之後就勸勉信
徒，務要堅固基督復活的信仰，不要受任何的學說、思想、
異端、邪說的迷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B. 務要竭力多做主工：
務要竭力多做主工：當信徒明白基督復活的真理之後，就
當把自己完全的獻上，甚至是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服事
主，因為知道基督已經復活了，所以，我們為主所做的絕
對不是徒然的，我們所做的必蒙主所記念，絕對有永恆的
價值。
討論問題 5：要如何彼此勸勉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呢？
要如何彼此勸勉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呢？請
彼此勸勉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呢？請列舉一項你
願意完全為
完全為主擺上，獻上
擺上，獻上自
獻上自己的服事。(應用題)
應用題)
禱告: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因為祢差遣祢的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為我們從死裡復
活，使我們能靠著耶穌基督得勝罪和死亡的權勢。求祢繼續幫助我
們能在使人得救的福音真理上扎根，好使我們的信心得以堅固，並
能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好讓更多的人也可以得著復活永生的生命。
謝謝主的恩典，我們如此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得勝的名求。阿們！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9/13 哥林多前書 16：1-14
9/20 生活查經
9/27 約拿書 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