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5月31日至6月6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二選一)  

 打開話盒： 

童年回憶-小食篇：分享自最懷念的童年小食，現在還見到它們的蹤影嗎？下次實體小組

帶回來一齊開個小食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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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於你的名呢？因為獨有祢是聖的。（啟示錄

15：4） 

    敬拜詩歌： 

1. 神大愛 

2. 靠倚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以喜樂的心跟從復活主(伍山河牧師) 

經文︰哥林多後書 12: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

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 背景：保羅身上的一根刺（林後十二 7）  

i. 歷代三個主流的解釋： 

 身體上的：眼疾／耳疾／殘障／癲癇／齮齕 

 道德上的：性慾／屬靈的自高 

 環境上的：假弟兄發動的「反保羅運動」（Anti-Paul movement） 

 



2. 「我的恩典夠你用」  

i. 恩典（χάρις）：出自神大愛的救贖之恩 

 上帝至尊的大能（ὑπερβολὴ；林後四 7），即：復元力／修補力，那惡者卻只有破

壞力；上帝在信祂的人身上不會行惡，只會行善 

 夠用（ἀρκέω）：足以應付難事／禍事／惡事  

ii. 軟弱時投靠基督 

 軟弱：接受不了難事／禍事／惡事 

 投靠：不再效法這個世界。遇到攻擊／惡人時，不以世界的方式與手段回應（例如：

以牙還牙），只按聖經的教導、用基督喜悅的方式回應 

 人在投靠基督時做了終末抉擇  

 終末事件（林後五 17）：讓舊的我過去，新的我來臨；用基督喜悅的方式／讓基督

處理，壞事會消失，新人／新局面會出現；投靠就是與基督同一陣線 

3. 「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i. 完全（τελέω）：按基督的意思成就一切 

 不要動作多多，阻頭阻勢，妨礙基督的大道運行 

 舊的我過去／消失，新的我來到；舊的局面在基督處理下會過去，新的局面會開展  

 人沒有信心投靠基督，於是舊人依舊，局面更壞 

 只要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詩一 1）  

4. 「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i. 連用兩個副詞： 

 更（μᾶλλον）：更加／相反（on the contrary） 

 喜歡〔ἥδιστα  (ἡδέως)〕：最高程度的喜歡 

ii. 遇上令人軟弱的事時，寧願按基督的方法做終末的抉擇，不但不會灰心失望，反而

「勁開心」，因為有成長的機遇，炮製出在基督裏的終末事件，為自己／教會開展

新局 

iii. 怕事／怕難的人，成長一定有限  

iv. 覆庇（ἐπισκηνόω）：支搭帳幕，罩住  

 帳幕總在人外邊，使人不致受傷，得到歷煉  

 〈哥林多後書〉的主題信息：如何成為弱勢中的強者？ 

 弱勢中的強者：遇上惡事／惡人永不逃避 



5. 成熟基督徒必要有的屬靈特質與意識：凡事謝恩  

 看穿惡事／惡人都是基督令人成長的工具，有成長和開創新局面的機遇 

 學曉凡事謝恩，便成為得勝者，而非受害者（Make you a victor, never a victim）  

 實踐討論： 

1. 今天我們更深入的理解何謂「恩典」，是一種復元力或修補力，來圓滿我們不堪的生命；而

不是像那惡者只有殺害偷竊毀壞。所以用新的理解來檢視自己的生命，在我所到之處，是

恩典還是毀壞？我在建立關係和生命還是絆倒人？特別是在家庭及小組當中，我有什麼需

改善？ 

2. 投靠基督是指放棄世間和自己血氣的方法，當我們決定成為恩典別人的人時，有什麼屬靈

的方法幫助我們達成？大家的經驗又如何？ 

3. 誇自己的軟弱是一個弱勢，但同時在基督的恩典中又成為強者，但首先需謙卑降服在主面

前，按基督的方法做抉擇。現在將你的困難分享，我們在基督裡為你代禱及分擔，有上帝

有小組又是一條好漢。請分享然後為你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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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栽培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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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人際關係 2」：培訓信徒及領袖接觸人的技巧， 進行深入的溝通和輔談技巧， 

成為別人靈命成長的扶持者。(必須已完成 203 人際關係 1 方可報讀)，：7 月 5 日

至 26 日（主日）共 4 堂上午 9 時 15 分恩慈 AB，6 月 28 日截止報名。 

 

 

 

 

 

 

 



1.神大愛 

Intro : | G | Bm | Em | C D| 

A1: 

  |G     |Bm  

我唱出神大愛 

 |C  Em   |G 

神豈有難成的事 

   |C   |Bm  

人生路 常起跌 

     |C          |D 

祢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A2: 

   |G     |Bm  

在世間 能遇祢 

 |C  Em   |G 

迷了路有主引導 

 |C     |Bm 

常施恩 常看顧 

   |Am     |D     |D7 

祢杖扶持 祢竿引領 

C: 

 |G         |Em   

何時我跌倒 何時祢扶持 

 |C       |D 

危難遇風雪 祢必庇佑 

 |G  

前途在祢手 

       |Em 

牽我到白頭 

     |C       |D        

守護我 從今天起  

 |G(| Bm | Em | C D|) 

直到永遠 

 

 

 
 
 

 

 

 

 

 

 

 

 

 

2.靠依 

Intro: C | F | Dm7 | G | 

A: 

|C2            |Fmaj7 

向主唱出這愛的歌 

|Dm7 

每白晝每晚夜 

|F/G         Gsus G7 

傳揚神憐憫與美善 

|C2            |Fmaj7 

今述說拯救我的主 

|Dm7 

救贖我自罪與羞愧 

   |F/G    Gsus G7 

是你賜我新生 

B: 

|Dm7           |G6 Gsus 

往哪裡躲避你的面 

|Em7         |Asus A7 

你翅膀下我可靠倚 

|Dm7           |G6 Gsus 

居於我心有你的聖靈 

|F/G           |G G/B 

深知共你沒法分開 

C: 

 |C2            |G/F 

每晝夜 甚渴想靠近主你 

           |Dm7 

心想見你榮美 

           |Gsus G7 

進你懷抱躲藏 

     |Em7         |A7 

終此世 住在主你聖所 

           |Dm7 

此心更新變化 

           |Gsus G7 

這生因主變改 

           |C2 

我不再像從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