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6月14日至6月20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二選一)  

 破冰遊戲： 

口是心非:組長先向一個組員問問題，組員口頭回答是或不是，但同時間點頭或搖頭的動

作必須和嘴巴相反。 

 打開話盒： 

夏天為大地帶來__ __，在酷熱天氣下，大家的消暑方法是什麼？有什麼節能和省錢的方

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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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向我賞賜一切厚恩，我拿甚麼來報答他呢？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

和華的名。(詩篇 116:12-13 和合本 2010) 

    敬拜詩歌： 

1. 恩與愛 

2. 原是祢恩惠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眼睛看得見的福音 

經文：哥林多前書 9:16-27(新漢語譯本) 

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口的，因為責任已經交託給我。如果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17 因為我做這事，如果是出於自願，就有獎賞；就算不是出於自願，職責還是交託

給我了。 18 那麼，我的獎賞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讓人可以不花錢就得

着福音；這樣，我就無須用盡我在傳福音方面的權利。 

19 我雖然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管轄，卻讓自己成了大家的奴僕，為要贏得更多人。 

20 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贏得猶太人。對律法之下的人，我雖然並不在律



法之下，還是作律法之下的人，為要贏得律法之下的人。 21 對沒有律法的人，我就

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贏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而是在基

督的律法之下。 22 對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贏得軟弱的人。對甚麼樣的

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拯救一些人。 23 凡我所做的，都是為了福

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享這福音的好處。 

24 難道你們不知道，運動場上賽跑的人，大家都跑，卻只有一個人得獎？你們也要

存這奪標的心志去跑。 25 每個參加比賽的人，在各方面都有節制。他們這樣做，不

過是要得到會朽壞的桂冠，我們卻是要得到不會朽壞的桂冠。 26 因此，我奔跑，不

像漫無目標的；我出拳，不像打空氣的。 27 我卻是嚴格操練自己的身體，使身體完

全服從，免得我把福音傳了給別人，自己反而被淘汰了。 

背景:  

上文提及保羅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放棄哥林多教會對他經濟生活供養的權利，然後保羅透過分

享他在傳福音的召命、心志、行動帶出什麼才是他竭力追求的目標。 

1. 生命感召 (林前 9:6-18) 

● 心中一團火 

● 「扭計」不做可以嗎? 

● 是失還是得? 

2. 真心作僕人 (林前 9:19-23) 

● 救得一個得一個 

● 穿上別人的鞋 

● 效法基督 

3. 生命見証 (林前 9:24-27) 

● 運動員奪標心志 

● 生命冠冕 

● 警告免被淘汰 

4. 回應實踐 

● 參加幸福小組 

● 操練節制 

總結: 

讓人眼睛看得見的福音比只有聽的更有感染力，保羅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林前 11:1) 



 實踐討論： 

1. 在疫情下，世界還未成功研發有效的疫苗，如有一天疫苗面世，這是世界的「福音」，好消

息。很多人在他的生命中都每天等待好消息，最近大家有沒有要等待的消息？兒女升學的

消息？等待醫生的報告？面試的回覆？你的心情怎樣？你的期望是怎樣？ 

2. 等待消息真是樂苦參半，等的過程忐忑不安，亦不知道到來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有沒

有想過，很多人的生命真的需要好消息，需要福音，否則他們的生命到頭來就只剩壞消息，

得不著生命的救恩，在恩典之外。今天你和我就是好消息的代言人，大家覺得自己代言得

怎樣？ 

3. 「難道你們不知道，運動場上賽跑的人，大家都跑，卻只有一個人得獎？你們也要存這奪

標的心志去跑。每個參加比賽的人，在各方面都有節制。他們這樣做，不過是要得到會朽

壞的桂冠，我們卻是要得到不會朽壞的桂冠。」(林前 9:24-25) 

保羅以賽跑的比喻叫我們努力面前，不會因怕失敗和未能奪標而不奮力跑，有體育精神的

都會奮力地去跑。而為了在比賽有好表現，運動員都會調節和節制自己的生活。 

所以覺得自己未在狀態的，從今日起如何調節和節制自己的生活以投入下半年佈道期？ 

4. 下半年教會進入佈道期，我們身邊有什麼人需要這好消息呢？哪一個聚會或牧區小組適合

帶他第一次回來呢？計劃後一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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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新人及福音聚會： 

 7 月彩虹見證：7 月 19 日（主日）早上 11:00 崇拜時段內。 

 7 月有福的早餐：7 月 19 日（主日）早上 9:15 喜樂室，主題—「主是醫治者，生

命之主！」戴黃寶珠姊妹(愛回家)分享見證(曾經在三年內兩度患癌，感恩經歷上帝

的同行及醫治！) 

 電影播放會—逆流大叔： 7 月 19 日（主日）下午 2:00-4:30 大禮堂，勵志電影，

歡迎帶新朋友來觀看。 

V. 有關栽培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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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理民會 x 陳牧師‧2020 研經班 「大衛的上半場」，2020 年 7 月 23、30 日(禮拜

四)共兩堂 時間: 晚上 8:00-9:30 大禮堂。深入分析大衛鮮為人知的性格，探討人性

善與惡的真實一面。這研經班是學理民會本年度靈性塑造的第一部曲。費用全免，

請向辦公室報名。(提供現場直播給已報名的同學) 

 

1. 恩與愛 

Intro:| G | Am | Bm | C | 

A1: 

     |G |D/F#   |Em |G/D 

來頌讚    神祢愛不改 

     |C      |G/B        |Am  |D 

唯獨祢甘心拋棄  諸天處祢的尊貴 

     |G |D/F#  |Em     |G/D 

來共我   同度過此世困憂 

|C     |Am D      |G |G 

主必拯救   主必拯救 

A2: 

     |G |D/F  |Em |G/D 

神大愛  能力永不改 

     |C        |G/B       |Am |D 

唯獨祢  寶血大能可醫治也可救贖 

     |G |D/F# |Em      |G/D 

從祢手    靈裡的油與酒 

|C     |Am D     |G |G 

向我湧流  向我湧流 

C1: 

     |Bm   |Cmaj7 

祢的恩與愛 終不改變 

|Bm    |Cmaj7 

施恩手不稍縮退 

     |Am     |F       |C/D  |D 

祢的忠與信 未因我失信改換半點 

C2: 

     |Bm      |Cmaj7 

我要讚美祢 今高聲呼喊 

|Bm       |Cmaj7 

敬拜祢 縱筋力疲 

|Eb |F   |G |G |Eb |F   |G |G 

祢 真配得   祢 真配得 

 

2.原是祢恩惠 

Intro: | C | Em | F | C G | 

A1: 

|C 

萬籟寂無聲  

|Em 

卻見證呼應 

|F 

教我領會知道  

     |C/G    G 

神同在喚我心靈 

A2: 

|C 

信實達穹蒼  

|Em 

智慧遍天際 

|F 

細緻佈下一切  

     |C/G    G 

神同在沒法推諉 

C: 

       |C  G/B     |Am  

高聲讚頌神極偉大精心創世 

       |F  Dm     |Gsus4 G 

這個世間存留原是祢恩惠 

  |E            |Am 

祢顯彰在我心 流露深愛到萬世 

     |Dm     G7      |C(|Em|F|C G|) 

終一生敬拜 我永願為活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