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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造物者看自己 

 

焦點：了解我們是神特別的創造，並從神的眼光來了解自己。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究竟我對你認識多少？ 

分組，兩人一組。 

首先，兩人之中的一人先用3分鐘時間盡可能的告訴對方，有關自己所知道 

關於對方的任何事情，3分鐘後，請對方把你剛剛說對和說錯的部份分別指 

出來；若是你實在不太了解對方，可以大膽的猜猜看。 

然後換另外一位說說看。 

 

二、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經( 詩篇139篇)，然後討論 

  

四、初步聖經問題／詩篇139篇 

 

04.01. 詩篇作者描寫神對我們相當了解，你能不能舉個比方來說明 

**神像工廠的生產線工人，把我們身體的零件一一的組合起來。 

**神有如精神科的醫生很清楚的檢查我頭腦的每一思考路線 

**神就像母親照顧我、養育我，使我逐漸長大 

**神很像海邊的大浪，把沙灘上的每一粒沙都翻遍了 

**神像一位偵查的警察，帶著紅外線的搜索裝備，甚至夜間也能看見 

**其他 

 

04.02. 由於神是如此的了解人，你想詩篇的作者對這事的感覺是… 

**不安的 **懷念的 **挫折的 **快樂的 **具挑戰性的  

**敬畏的 **有盼望的 **生氣的 **不知所措的 **困惑的 

**尷尬的 **失望的 **害怕的 **冷淡的 **心平氣和的  

**錯宗複雜的 **絕望的 **羞恥的 **舒服的 **其他 

 

04.03. 知道神對你十分瞭解後，談談你的感受如何？ 

04.03. 由於神是如此的瞭解人，你的感覺是…，請用顏色來說明 

**黃色   ：對神的能力感到有些怕怕，有畏懼感 

**深紅色：感到尷尬，似乎所有的缺點都會曝露出來 

**粉紅色：有羞愧感，因為任何祕密都保不住 

**橘紅色：感到輕鬆，因為神並未忽略我 

**紫色  ：感到驕傲，因為創造宇宙的神認識我 

**金黃色：感到興奮，因為我是神創造的一部份 

**白色  ：有挑戰性，因神在看我，我必須活出一個神所讚賞的生活 

**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詩篇139篇 

 

05.01 你認為此詩篇對下列有關人類的各種描寫贊成與否？ 

**人是赤裸的高級猿類：是所有動物中最高級的 

**人是具社會性的物種：由社會法律支配管理，具有群居與組織性 

**人是會思考的：能解決複雜的問提 

**人具有神的形象：管理神所造的大自然 

**人是有道德性的：能分辨善惡 

**人是有靈性的：是接受神所給的靈氣 

 

05.02 

人是神創造宇宙的高峰，為什麼人如此特別？請根據詩篇內容將下列的特點左

右連起來  

有理性能講道裡                         第21節 

是神有計劃的創造                       第14節  

具有感情                                 第24節 

能認識神                                 第13節 

有道德性                                 第2節 

有永恆性                                 第17節 

 

05.03    13節是什麼意思？ 

**神給我意識 **對自己身體成長應負責任 **賜給我靈性 

**對自己的一切都要負責包括身體、思想、靈性與感覺 

**用塵土造我像亞當一樣 **賜給我個性 **其他 

 

六、我的故事／ 

 

06.01 你能否談談你自己在下列各方面如何與造物者連起來？ 

身體…神的殿？ 思想… 追求神的智慧？ 感覺…？？ 

社交生活…愛別人如同自己？ 靈命…？？ 個性… 

 

06.02 你想在上述六個領域中，你有那些可以讓神改變你？輪流分享。 

 

七、 Work   實踐 / 回應行動 

彼此鼓勵與代禱 

為自己能在小組中成長感謝 

為其他人的需要禱告 

 

 



2. 有其父必有其子 

 

焦點：了解「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意義，並知道這觀念對人的影響。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你像不像家人？ 

分組，三人一組，以圖形表示出你在外貌或是個性上很像你父母親或像你的孩

子的地方。例如像鷹鉤的鼻子、漂亮的單眼皮、小酒窩、沒有耐心、喜歡小動

物等等。將上述的特徵用簡單的線條或圖形表示出來。 

輪流讓其他的人猜猜看圖上的意思是什麼？然後再分享正確的答案。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創世紀1：26-31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

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

你們作食物。 

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

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當你每天早上洗臉時，你看到鏡子裡面的自己，你通常會 

**向鏡子內的自己說「早安！英俊的！（美麗的）」 

**「我必須好好處理一下臉上的青春痘（或皺紋、魚尾紋）」 

**「我很高興神造我」「昨天睡得很不錯」 

**「我很少照鏡子」 

**「怎麼越來越難看」 

**其他 

 

04.02. 想想看，你是整個自然界的管理者，面對這個角色你有何感覺？ 

**「我不喜歡貓」 

**「我感覺蚊蟲在管理我們，常常吸我的血」 

**「我不太懂，應該讓野生動物專家去管理動植物」 

**「我實在沒有時間管那麼多」 



**「要管理自然界？我真不知道如何著手？」 

**「太遲了，自然界已經被人類破壞得很嚴重了」 

**「我會盡量保持環境整潔」 

**其他 

 

04.03. 28節說「治理這地」是什麼意思？ 

**將各種動物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以免破壞自然 

**照料並耕耘好像一位園丁照顧花園 

**除滅一切害蟲與荊棘、雜草 

**飼養家畜並在田裡栽植各種作物 

**好好訓練動物，好讓各種動物對人類懂得尊敬 

**好好配種，使各種動植物生養眾多 

**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請思考神為何要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呢？ 

**因為神是完美的，所以想造一些完美的東西 

**因神感到空虛無聊 

**因神要造一個能與祂十分親近的 

**這不過是物種進化的結果 

**神是愛，他造人以便來反映祂的愛 

**其他 

 

05.02 「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是什麼意思？ 

**神有腳有手 **人分享管理自然界的權柄 **神既是男性又是女性 

**神有太太 **人類能思考、選擇 **人有公義心和愛 **人有道德心 

**人有宗教心 

**其他 

05.03. 現在的世界裡，照聖經所說到底誰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呢？ 

**基督徒 **所有按道德與良心生活的人 **所有的人類 

**所有信仰一種宗教的人 **所有的人與動物 在聖靈裡新生的人 

**其他 

 

05.04. 你想下面哪些有關人的特點可說是具有神的形象呢？ 

**有愛心 **超自然的能力 **聖潔 **外貌蕭灑 **有反應能力 

**講公義 **完美 **講理 **有道德心 **有同情心 **吃素 

**有能力 **不朽壞 **聰明 **能開創各種關係 **有創發力 

**能預測未來 **能與神溝通 **能分辨善惡 



 

六、我的故事／ 

 

06.01 從上面第四題的討論，你覺得自己有哪些像神？ 

 

06.02 請同組的人彼此分享「自己看自己」與「別人看你」之間有何不同之處？ 

 

 

七、 Work   實踐 / 回應行動 

彼此鼓勵與代禱 

為自己能在小組中成長感謝 

為其他人的需要禱告 

 

 

 

 

 

 

 

 

 

 

 

 

 

 

 

 

 

 

 

 

 

 



3. 上帝之子  

焦點：了解「人是上帝的子女」的意義，並知道這位父親的屬性。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你希望你有怎樣的孩子？  

將你認為最重要的三個重點圈，向小組的人分享你的論點。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約翰一書2：28-3：3；9-10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

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

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

。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

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

見他的真體。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是種）存在他心裡；他也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神生的。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

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請回憶你的童年，各指出一項屬於小孩子的特權與，愉快與不愉快之處  

**不必負擔什麼責任 **沒煩沒惱，無憂無慮 **想睡就睡  

**隨著大人上教堂聽故事 **能在幼稚園吃點心  

**有時會被大人處罰 **每年都有新衣穿 **每天都可以玩  

**常有親朋好有會親我 **與鄰居的小朋友處得不愉快  

**有放假日很快樂 **父母很慈祥 **很多爭吵與打架  

**不太記得 **家裡很窮，節衣縮食 **有廣大的戶外場所可玩  

**其他  

04.02. 想想看，你是上帝的小孩，你有何感覺？  

**我已經太老，無法想像成為小孩的感覺  

**能有一個了解我的父親實在太好了  

**上帝什麼都知道，我有些害怕若是自己做錯什麼事  

**我期待上帝能更多一些關心我  

**我多麼希望神能賜我一個個人的房間，使我能過安靜的生活  

**我感到神對人的要求太多了  



**有點神秘感，因為我仍未真正了解上帝  

**其他  

04.03. 你能否想像聖經所說如父親一樣的上帝像誰？可以畫出來嗎？  

**監獄的典獄長 **學校的老師 **警察 **一位慈祥的老人  

**一位父親 **一位有智慧的大師 **籃球教練 **朋友  

**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請思考，根據第 9-10節所說，神的孩子是怎樣的人？  

**是所有人類 **是那些以色列人 **是所有凡是用愛待別人的人  

**是無罪的人 **是像神的人 **能熟背聖經節的人  

**其他  

 

05.02 對於未信神的人而言，能成為神的孩子究竟有何價值？  

**神會幫助你負起生活的一切責任  

**神能保証你不會受傷，不會煩惱  

**有一天能與神面對面  

**有一天你會逐漸像這位天上的父親  

**神會幫助你過一個不會任意犯罪或繼續犯罪的生活  

**你更能用愛心對待其他的人  

**只有當你真正認識神，才能體會到其中的價值  

**其他  

05.03. 從經文中，下列哪些對上帝的描述是貼切的？  

**關心我們 **愛我們 **公義審判人 **王 **神秘  

**引導者 **偵查者 **完美主義者 **神聖 **顧問  

**其他  

05.04. 讀了這段經文，你是否對下列的問題更有把握？  

**到底我是誰，活著有何意義？ **在生活上我究竟要扮演何種角色？  

**究竟我應該如何生活？ **究竟我未來的命運會如何？  

六、我的故事／  

06.01 從上面第四題的討論，你覺得自己有哪些像神？  

**願意順服神的話 **對神所預備的一切感恩  

**能體會神的愛 **能享受神的赦免恩典 **能接受神的操練  

**能耐心等候神的指示與引導 **其他  



06.02 你對神有何請求嗎？  

**神的特別指引 **幫忙解除重擔 **知道自己已被赦免 **其他  

七、 Work   實踐 / 回應行動 

彼此鼓勵與代禱  

為上述的需要彼此代禱 

 

 

 

 

 

 

 

 

 

 

 

 

 

 

 

 

 

 

 

 

 



4.  沒有完美的人 

 

焦點：了解「人犯罪帶來不完美」的原因，並知道神仍願意醫治與赦免。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猜猜看我的小毛病？ 

對於較親近的人，我們都會知道他們多少會有一些讓人不太喜歡的壞習慣或小

毛病。例如將脫下的襪子亂丟；例如一拿起電話就忘記時間；例如常常找不到

自己的眼鏡；例如幾乎每天早上賴床… 

每個人分享一下自己生活上的缺點，先提示一下種類，讓其他的人猜猜看，若

猜不到再說出來。夫妻的話可以彼此提示，讓其他的人猜。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創世紀3：1-24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

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

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

己編做裙子。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

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 

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嗎﹖』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你做的是甚麼事呢﹖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

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

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

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

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

仍要歸於塵土。 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為她是眾生之母。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

的果子吃，就永遠活著。』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

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什麼是罪呢？ 

**與蛇交往 **自私 **吃太多 **太過嚴肅 **不順服神 

**喜歡結蜜的蘋果 **知道善惡 **害怕神 **失去天真 

**其他 

 

04.02. 你認為罪進入世界的主要因素為何？ 

**因神給人自由意志 **由夏娃而來 **由於蛇的關係 

**因為人的自私 **因為人錯用自由 **因為人的好奇 

**其他 

 

04.03. 當你向非基督徒朋友談論罪時，你的感覺如何？ 

**感到尷尬：很想用另外的字眼來說明罪 

**感到罪惡感：因為對方很了解我的缺點 

**很誠懇：因為我知道罪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而我關心他們 

**感到不舒服：我認為這不是一個適當的話題 

**感到擔憂：擔心對方以為我對宗教狂熱 

**渴望告訴對方：抓住機會使別人知道人生的問題 

**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從1-13節中，你能否用一句話說出作者想要表達的重要事實？ 

 

05.02 你認為下列哪些應該是罪所帶來的結果？ 

**地震與火山爆發 **獅子殺死羚羊 **老化死亡 **貧窮 

**婚姻破裂 **犯罪 **邪教活動 **考試失敗 **生氣 

**性關係 **多種教派 **非洲飢荒 **共產黨 **牙齒老化壞掉 



**醉酒 **辛苦工作 **臉上長皺紋 **其他 

05.03 現今的世界裡，你認為罪對我們世界最壞的影響是什麼呢？ 

**人們不知道上帝 **犯罪率高、邪惡事情多 **老化與死亡 

**不公不義的社會 **痛苦與苦難 **無盼望 **其他 

 

05.04. 你從經文中能否指出人並未失去一切？神給人的盼望是什麼呢？ 

8, 19, 16-20, 21, 22-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我的故事／ 

 

人生的苦難與難過未必是個人犯罪的結果，但因著罪進入我們的世界，我們有

時必須面對痛苦或苦難。你在下面哪方面正面對苦難，而你覺得小組的人可以

幫忙？ 

**身體的痛苦 **情緒上的苦悶 **人際關係的苦 **精神上的苦悶 

**特別事件，想到就痛 **其他的苦難 

 

七、 Work   實踐 / 回應行動 

 

彼此鼓勵與代禱 

07.01 為上一題的分享與需要彼此代禱 

07.02 想想看小組成員能除了禱告外，能否為上述需要做什麼？ 

 

 

 

 

 

 

 

 

 

 

 

 

 

 

 

 

 



5. 完美的人 

 

焦點：了解耶穌是人的典範，讓我們也立志學習像祂。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選擇一項分享 

01 分享今年內你的個人目標或期待（家庭？身體？信仰？個性？其他？） 

02 分享一下你小時如何過元宵節（在哪裡過？如何過？）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希伯來書2：5-18；腓立比書3：10-14  

 

希伯來書 2:5-18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

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或

譯：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

理，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

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或譯：惟

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小）；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

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

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

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說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

：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

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就是的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

奴僕的人。他並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所以，他凡事該與他

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腓立比書 3:10-14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

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

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譯所要我得的）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希伯來書9節說「見那…耶穌」，你過去對耶穌的印象是… 

**像草原上一隻溫和的綿羊 **一個馬路上普通的行人 



**一個能飛翔到處助人的超人 **一個走在陰影下相當神秘的人 

**像亞當犯罪之前一樣無罪的人 **有時像人有時像神令人弄不清 

**其他 

 

04.02. 你現在對耶穌的認識又是如何？ 

 

04.03. 

14節、17節說到耶穌像我們，你最欣賞耶穌人性的哪一部份？請按照你的觀點

從0到10，將下列各描述打上分數，10表示最欣賞。 

 ~觀長得帥 ___他有能力勝過試探 ___像僕人那樣謙卑 

沮喪時會哭 ___他有能耐走很長的路 ___能忍受痛苦 

 祂童年與我們一樣需要學習 ___對社會被厭棄的人有同情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從希伯來書對人類的描寫，自己身為人類的一份子，你感到如何？請將你

的感覺與右邊的描述連連看，然後分享。 

！！這怎麼可能             7節，人比天使微小一點 

？？我還是不太了解         7節，以榮耀尊貴為冠冕 

*** 這簡直太棒了           8節，萬物都服人 

→  這是在說我嗎？         11-12節，是耶穌的兄弟姊妹 

//   其他                   

 

05.02 兩處經文都說明我們在地上尚未能完全達到應有的潛能，請指出哪些經文

告訴我們，雖是基督徒亦要追求成熟與發展與上進？ 

希伯來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腓立比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03 現今的世界裡，你認為罪對我們世界最壞的影響是什麼呢？ 

**人們不知道上帝 **犯罪率高、邪惡事情多 **老化與死亡 

**不公不義的社會 **痛苦與苦難 **無盼望 **其他 

 

05.04. 腓立比說到保羅向著標竿直跑，你能說出他的目標是什麼？ 

你想他有沒有其他的目標？ 

你能否列出自己今年的目標和保羅的做一比較？ 

保羅的目標：                    我的目標： 

 



 

六、我的故事／ 

 

06.01 希伯來書第 2：10、11、15分別說到神要人在生命的各方面都能得到榮耀、

得到救恩、得到聖潔、得到自由；下列指出幾個主要的方面，你認為還有哪些方

面可以加上呢？ 

**工作、職業 **身體健康 **希望與理想 **交友、朋友 **興趣、嗜好 

**教會生活 **情緒 **家庭生活 **聰明智慧 **價值觀點 **生活型態 

**小組生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6.02 下列哪些(輭弱)對你影響最大呢？影響到你哪一方面呢？ 

**不穩定的情緒 **與神關係疏遠 **缺乏喜樂 **常常戴假面具 

**無成就感 **感到自卑 **不滿足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選擇其中一項不完美，想想看今年能立下什麼目標？小組又能為你做什麼？ 

目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Work   實踐 / 回應行動 

彼此鼓勵與代禱 

為 06.02 的分享與需要彼此代禱 

 

 

 

 

 

 

 

 

 

 

 

 

 

 

 

 

 

 

 

 



6. 生命勝於死亡 

 

焦點：了解人們對死亡的態度以及對永存不朽的觀念。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 

1. 你期待將來在你離世之後，人們如何在墓誌銘上描述你？請用幾分鐘加以

思考，然後用幾句話來為你自己寫個墓誌銘 

2. 將所有的紙條集中，輪流隨意抽出別人的，然後猜猜看是誰寫的；等所有

的紙條都讀完，最後再公佈正確的答案。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哥林多前書 15：12-22，35-44  

12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

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

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16 因為

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

你們仍在罪裡。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

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

的果子。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22 在亞當裡眾人都

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35 或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帶著甚

麼身體來呢﹖』36 無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37 並且你所種的

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即如麥子，或是別樣的穀。38 但神隨自己的

意思給他一個形體，並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39 凡肉體各有不同：人是

一樣，獸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40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

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40 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41 日有日的榮

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42 死人復活

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43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

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44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

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必有靈性的身體。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19節說到「今生」，你滿足於目前的生活嗎？你在何處？ 

 

04.02. 18節說到基督徒的死亡是「在基督裡睡了」，若是談話中人們忽然談到有

關你的死亡，你的反應會是如何？ 

**很自然，不會有特殊的反應 **感到十分反胃 **儘快改變話題 



**解釋住在天堂的美景 **假裝不在乎，把心中的沒有把握隱藏著 

**強忍住淚水 **其他 

 

04.03. 論到將來「永遠與神同住」，你的感受如何？ 

**不錯 **太遙遠，無法想像 **我對這種觀念有些存疑 

**可能很無聊 **我希望在那裡我還能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 

**現在都煩惱不完了，哪有空想未來 **我會耐心的等待 **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保羅說「若是基督沒有復活」你認最壞的影響是什麼？ 

**造成所有基督徒都是撒謊者 **表示沒有人能得救，都要死亡 

**表示今生結束就都結束了 **表示基督徒都活在幻想當中 

**表示我們的罪根本沒有被赦免 **表示死亡仍然十分可怕 

**表示那些已經死了的人毫無盼望 **其他 

 

05.02 35節提到死後復活，人們若問你死人如何能復活，你要如何回應？ 

請用 37-44節的經文來回答非基督徒 

 

 

 

 

05.03 復活後的身體將會不一樣，你最高興的是… 

**不再有身體問題：牙齒填補、胃痛、戴眼鏡… 

**不再犯罪：過失不斷、得罪別人、不討神喜歡… 

**不再軟弱：意志力薄弱，常常做不到自己立志想做的… 

**不再難看：暴牙、白頭髮、鷹鉤鼻、青春痘… 

**其他 

 

六、我的故事／ 

 

06.01 請分享讀今天的經文之後，任何心得有關今生生命或是死亡或是永生，特

別是過去你不滿意或害怕，但現在觀念上改變了。 

 

06.02 你在今生內想做卻未做的事情有哪些？能不能分享一兩項？ 

例如：雄心抱負？工作？人際關係？家庭？其他？ 

 

七、 Work   實踐 / 回應行動 

彼此鼓勵與代禱 

為 06.02 的分享與需要彼此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