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5月17日至5月23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二選一)  

 打開話盒： 

「喜怒哀樂」：每人輪流表現一次喜怒哀樂四種表情，然後選出一位表情大師。 

2. Worship 敬拜(15分鐘)詩歌紙見附頁 

宣召經文(可作宣召或敬拜中宣讀帶出屬靈向度及禱告)：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祢。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祢。我

要奉祢的名舉手。(詩 63:3-4) 

    敬拜詩歌： 

1. 全世界都讚美 

2.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抬癱子的信心與行動     

經文：馬可福音 2：1-12 

1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裏， 2 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

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3 有人帶着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 4 因

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

都縋下來。 5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論，說： 7 「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

除了上帝以外，誰能赦罪呢？」 8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裏為甚

麼這樣議論呢？ 9 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

易呢？ 10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11 「我吩咐你，

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12 那人就起來，立刻拿着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

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上帝，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一、 背景資料： 

主耶穌剛開始傳道的時候，在加利利一帶傳福音，特別在迦百農，耶穌稱之為祂「自

己的城」（太九 1）。 

二、 經文淺釋： 

三、 應用： 

1. 信心作成的功夫 

a) 信心的行動 

b) 信心的對象 

c) 信心的知識 

2. 齊心團結萬事成 

四、 總結： 

主愛激勵，不辭勞苦，帶著信心作出行動，愈做愈輕省，效法幾個抬癱子的人的榜

樣，甚至不惜獻上所有，放下一切分歧，甘願為福音工作、救靈的服侍而盡心竭力。 

 實踐討論： 

1. 代入故事人物，你估是誰先提出去見耶穌呢？是癱子還是那四個人呢？理由是什麼呢？ 

2. 無論是誰提出的，都是信心與行動的結合，可能是癱子先有信心，四人付諸行動；也可以

是四人的信心說服癱子一同行動……在你來說，你會有信心先行動，還是行動產生信心，

或是兩者都有呢？請分享。 

3. 內在信心的憑據就是生出外顯的行動，雅各書 2:26「…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所以活潑

的信心就是有信靠的行為。疫情下你經歷了什麼從上帝而來的信心和你的行動/行為？分享

鼓勵大家。 

4. 四人團隊肩負一個癱子來見耶穌，他們的行動策略也是突破性的(打開屋頂)，現在我們要

準備回歸實體崇拜及小組，也是繼續來到主耶穌面前，我們有什麼策略/活動/約定等使我

們一呼百應，崇拜小組見齊大家呢？ 

5. 討論後一同同心重啟小組生活，向著今年目標追落後。 

4. Work 異象分享 

組長消化後分享，最後為以下事項禱告結束。 

I. 為著今天沒有出席的組員和新人禱告，提出他的狀況和需要然後代禱。 

II. 推動小組及所屬牧區本年目標或即將舉行的活動。 

III. 為著教會維修工作禱告。 

IV. 6 月 3 日(三)晚 8 時，6 月份祈禱會暨聖靈降臨節特會，講員王生堅牧師，設實體聚會及



網上直播。 

V. 有關栽培及訓練課程： 

 2020 元福研經課程-禍福倚伏：＜但以理書＞研讀，5-26/6(逢五共四堂)晚 7:30，

主講：黃天相教授(伯特利神學院)，報名詳情參閱元福 fb 專頁，31/5 截止。 

 「102 會藉班」：6 月 17 及 24 日晚 7:30 恩慈室，14/6 截止。 

 5 月元福網上平台                                                                                                                                   

主題：居家抗疫，生命增值 

目的：把握居家抗疫時間，提供平台交流討論，豐富生命知識。 

形式：Zoom Meeting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SjsmR9kkQR3vJzc3A 

各項截止報名日期: 開班前三天(公眾假期除外) 

費用全免，承諾參與，不限選項，沒有錄影，不設重播。 

*除研經班：啟示錄有解名額不限外，其他項目開班人數最少 6 人，最多 15 人。 

 

 

 

 

 

 

 

 

 

 

 

 

 

 

 

 

 

 

 

 

 

 

 



1. 全世界都讚美 

Intro: G| Em | C | D | 

A1: 

G                Em 

高聲地喝采 我高歌因為父神同在  

C                D 

掌管我一生 在我的心中不變改  

A2: 

G                Em 

一起共挽手 以歌聲歌頌父神成就  

C                D 

扭轉我一生 為我修補心窩缺口 

B: 

Em7    G     G/D    A9/C#   

讚頌祢 敬奉祢 要讓讚美達遠地  

G/D             C   D7    G 

全球民族高聲讚揚萬有都歸與祢 

C: 

C           G  

高聲唱讓世界都讚美 全世界都讚美  

C              A9      D | D7| 

讓世界都讚美 人類全部連起  

A3: 

G                Em 

一起共挽手 以歌聲歌頌父神成就  

C                D 

扭轉我一生 為我修補心窩缺口  

    Em7    G     G/D     A9/C#   

讚頌祢 敬奉祢 要讓讚美達遠地  

G/D             C   D7    G(Em | C | D |) 

全球民族高聲讚揚萬有都歸與祢 

 
 
 

 

 

 

 

 

 

 

 

 

 

 

 

 

 

2.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Intro: | F | Dm | Bb | C | 

A: 

|F            |Fmaj7 

宇宙的中心 耶穌 

|Bb           |C 

世界的中心 耶穌   

|Bb   C  

萬物都本於祢 

|Am   Dm 

屬於祢 歸於祢  

|Bb     C   |F 

祢是榮耀君王 

C1: 

|F        |C/E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Am      |Dm 

渴望看見 祢的彰顯 

|Bb  C/Bb    |Am Dm  

呼求祢來翻轉 震動這土地 

|Gm            |C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C2: 

|F        |C/E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Am        Dm 

同心高舉 祢聖潔的名  

|Bb  C/Bb     |Am Dm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Gm     C       |F (|Dm|Bb|C|)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Bridge: 

|F        |Dm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Bb       |C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F        |Dm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Bb           |C   

渴慕更多 看見祢的榮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