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18年1月下 
1. Welcome 破冰(可二選一，10 分鐘) 

1. 破冰遊戲： 

將全組的電話放在枱面，組長暗地打出電話予其中一部手機，全組鬥快搶聽那個電話，

組長及勝出者要在電話中講出欣賞的說話。 

2. 打開話盒： 

最近各大樂壇頒獎禮選出了去年的金曲，你又有沒有自己的金曲？流行曲及詩歌均可。 

2. Worship 敬拜(15分鐘)詩歌紙見附頁 

宣召經文：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 1:2-3) 

    敬拜詩歌： 

I. 高聲讚揚 

II. 你是耶穌 我的一切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講題：定向人生 

經文：雅各書 1:5- 8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主就必賜給他。只要

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

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心懷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1. 你的決定影響你一生 

「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雅 1:8 你的人生有沒有方向？ 

 



2. 除去優柔寡斷的習慣 

心懷二意的人：兩個靈魂。明顯是一個心向神、一個心向世界的人。對神不專一的人。 

「這樣的人(三心兩意﹐搖擺不定)不要想從主那裡得到甚麼。」雅 1:7 

3. 坦誠面對問題 

經文「智慧」指能洞悉神的旨意，並能應用在生活之中，是一種美德。雅各想把「智慧」

引用為在第 1:4 節所說的，可以「成全、完備，毫無缺欠」的一種能力。     

4. 追求智慧 

智慧在神裏，祂的話就充滿智慧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箴 2:6 

5. 決定在神，成事在人 

1. 「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箴 16:33 

 實踐討論： 

I. 為新一年定向：一同為著以下幾方面在 2018 年定下目標，信仰成長/學業(或工作)/家庭

關係/個人突破/其他，然後輪流分享，記住要多分享，能實踐的動力又會增加。 

II. 其實剛才大家已經用行動實踐了雅各書 1:8，不是沒有定見，而是決定了擁有了方向。

但這是不足夠的，我們還需要：除去優柔寡斷的習慣，坦誠面對問題和追求智慧，以上

三項我們需要突破更新。(於以下每項引導大家分享認識自己的不足) 

i. 優柔寡斷的習慣：即容易動搖，沒有意志去堅持。 

ii. 坦誠面對問題：認識自己不足，防備自己落入試探和陷阱，更明白上帝旨意。 

iii. 追求智慧：用上帝的眼光，真理的標準看人看事。 

雖然大家都有不足，但小組是同行生活的群體，有組未為輸，我希望今年小組可以彼此

提醒，在以上三項事情上有突破更新。 

III. 經過我們的努力過程去達成事件，最後的結果交由上帝保守。就好像學造蛋糕，材料程

序都做足了，有時成果卻不似預期，因為太多因素不是我們控制得了的。但當我們反覆

操練，經驗就成為智慧，也更明白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工作，要我們成為怎樣的人。最後

我們以雅各書 1:5「求那厚賜與眾人」去求這個智慧，求上帝保持我們在衪裡面去累積

這個智慧。 

4. Work 異象分享 

組長消化後分享，不是照讀或新聞報告。 



I. 為著今天沒有出席的組員禱告，記念他的狀況和需要。 

II. 2018 年新開始，我們小組一同立約(見附頁)，彼此委身一年於小組，實踐大使命大誡命。 

III. 《跨性別同行》講座 

講座內容： 

1. 認識心性發展與跨性別認同及同性戀的關係 

2. 了解對跨性別的正確認知 

3. 了解跨性別者的需要，學習與他/她們關愛同行 

日期：2018 年 1 月 13 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 5 時(青年崇拜時段) 

地點：元福大禮堂 

講員：康貴華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彭麗欣傳道 

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講座 

IV. 1 月份生命彩虹見證分享  

主題：祂醫治的手幫助我  

見證：鄭文泉弟兄  

日期：1 月 21 日（主日）  

時間：上午 11 時崇拜內  

地點：大禮堂 ＊踴躍邀請未信親友出席 

 

        
 
 
 
 
 
 
 
 
 
 
 
 
 
 
 

 
 
 
 
 
 
 
 
 
 
 
 
 
 
 



 
 
 
 
1.高聲讚揚  
Intro: | G | G | Am | Am | C | D | G | G | 
A: 

    |G |G      |Am | Am| 
高聲讚揚 高聲讚頌 
    |C        |D       |G|G| 
全地應當歡呼 皆因你是神 

    |G |G     |Am|Am| 
高聲讚揚 高聲讚頌 
    |C       |D       | G | F | 
全地應當歡呼 皆因你是愛 
C: 
      |C     |D      |Bm|Bm| 
亙古到以後你未有更改過 
  |Am  |D    |G|G| 
大愛永在到未來 
     |C  |D     |Bm  |E| 
名字極偉大 別個怎替代 
    |AmGC .|    |AmGC .| 
唯獨你是神 萬眾都歌唱 
    |AmGC .|  G 
萬眾高舉你的愛 
 
 
 
 
 
 
 
 
 
 
 
 
 
 
 
 
 
 
 
 
 

 
 
 
 
2.你是耶穌 我的一切 
Intro: | C | Em | F | G | 
A1: 
|C     G    |F      C| 
歷世萬邦 誰可與你相比 
|Em   Am     |Dm    G| 
尊貴的你 縱是神但卻謙卑 
|C   G    |F      C| 
願降生 來體恤我憂困 
       |Dm G       |C| 
你是耶穌    至善至美 
A2: 
|C     G    |F      C| 
讓我用口 來宣告你亮麗 
|Em   Am     |Dm    G| 
因你的愛 眼淚全被你沖洗 
|C   G    |F      C| 
沒有主 人生便沒作為 
      |G#       |GSUS4 G| 
你是耶穌 愛我到底 
C: 
     |C Em      |F G| 
唯獨你 是我所愛的 
         |Em Am| 
全力盡心尊   崇 
|Dm      F   G| 
你是我的一切榮耀 
|C  Em      |F   E       |Am| 
你 為我擺上的 愛是那麼完美 

 |Dm GSUS4 G  |C |( Em | F | G |) 
讓我   讚頌榮耀你 
 
 
 
 
 
 
 
 
 
 
 



 
 

 
 

 

小組共同實踐，打併一年！ 

小組立約書 

實踐質量並重、愛己愛人的信仰生活 

 

A.小組共同目標： (打剔) 

1. 向一位未信的親友傳福音／領他歸主。 
2. 向新朋友開放小組：全年辦______次福音性活動。 
3. 培訓一位組員___；門徒___；實習組長___；組長___ 
4. 於年底使小組增長______人。 
5. 認識聖靈恩賜，並讓聖靈運行於小組中。 
6. 恒常的開小組聚會。 
7. 出席大齋期操練____；祈禱會____。 

 

B.小組內的責任與態度： 

1. 建立小組，你我有責。 

我有責任去建立這小組，互相守望。。準時出席小組聚會，若不能出席事前會向組長請假。 

 

2. 長短各異，互諒互愛。 

我會用正面積極的態度，去看待和建立與我不同的組員 
 

3. 用心聆聽，坦誠分享。 

我會學習分享，用心去聆聽組員的喜與悲，並聆聽神要我說的祝福話，建立信心和愛心。 

 

4. 開放自己，學習成長。 

我願意學習向組員開放自己，坦誠分享屬靈的成敗和試探，關心自己和別人成長。我未得當事人

同意，不會透露任何組員分享的私事。大家遵守保密原則。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C.小組的實踐： 

1. 委身群體：(參與重塑教會形象) 
I. 實踐五分鐘原則。 
II. 主日向五個人祝福問安。 
III. 守時 (特別於主日崇拜及小組) 
IV. 教會祈禱會 

 
2. 委身成長與實踐：(參與裝備) 
佈道見証： 

I. 參加向個人佈道、接觸新來賓。 
II.參與小組佈道邀請新人、上門派禮包及跟進。 

III. 推動初信者參加101會藉班，加入教會。 

靈性生活： 

I. 恒常的靈修、追求聖靈裏的興旺，激勵人生命。 
II. 參加浸禮、什一奉獻、不輕易停止聚會。 
III. 一年至少參加一個栽培課程。 
IV. 做「彼此守望」，每三個月二次與門訓師父者見 

 面溝通、激勵成長，互相代禱。 
V. 與組員保持良好的友誼和關係、對家人需如此。 

   服待： 
I. 家庭第一個事奉場所，付出愛心承擔的服侍。 
II. 在教會尋找及嘗試一種配合個人恩賜的事奉。 
III. 成為教會核心成員：實習組長 /  個人栽培 / 門徒。 

 

敢於嘗試新挑戰，邁向生命更高峰！ 

組員： ___________________ 

組長：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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