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7月5日至7月11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二選一)  

 破冰遊戲： 

數 23:組員輪流報數，從 1 開始，每人每次可連續數 1~3 個數目，數到 23 者為勝。可

重複玩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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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要向他唱詩，向他

歌頌，述說他一切奇妙的作為！(歷代志上 16:8-9) 

    敬拜詩歌： 

1. 願讚美充滿 

2. 榮耀神羔羊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讓人看見生命之光 

經文：馬太福音 4:14-17 

14 這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15「西布倫，拿弗他利，沿海的路，約旦河的

東邊，外邦人的加利利—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

照耀他們。」17 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 

1. 馬太福音作者力証耶穌是彌賽亞 

A. 馬太福音 5:5-6: 他們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猶大地的伯利

恆啊，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統治者要從你那裏出來，

牧養我以色列民。』」 



B. 馬太福音 1:17-18: 這就應驗了耶利米先知所說的話：「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

聲音，是拉結哭她兒女；她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C. 馬太福音 1: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2. 黑暗的權勢 

A. 馬太福音 4:15-16:「西布倫，拿弗他利，沿海的路，約旦河的東邊，外邦人的

加利利。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B. 彼前 2:9: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作為。」 

C. 馬太福音 5:15-16: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

人。「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讓進來的人看

見亮光。 

3. 人在黑暗的權勢裏 

馬太福音 4: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4. 人應當看見光 

馬太福音 4:17: 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 

 實踐討論： 

1. 馬太福音作者如何力証耶穌基督是彌賽亞？你認為作者對耶穌有多少認識?從何見得呢? 

2. 知道和真正的認識有一段的距離，例如我們知道耶穌是生命的真光，有勝過和審判黑暗

權勢的能力，如何可以由知道去到真正認識?過程中須要經歷什麼? 

3. 與組員一起檢視生命狀況，分享自己是一盞燈臺上的還是斗底下的燈。 

4. 耶穌要我們像祂作生命之光，在黑暗中照亮和引導人走向耶穌，你會覺得有何困難?有什

麼方法可以克服困難成就耶穌心意? 

5. 耶穌透過聖靈常與我們同在，彼此祈禱求聖靈賜我們信心和盼望，能有勝過黑暗權勢的

能力。立志讓耶穌掌管生命，讓人見到我們生命發出從神而來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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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系列：教會因應社會運動、疫情、政治變化帶來人心的影響，提供以下安心支援及



服務。  

 「尋找紛亂中的安寧」工作坊 

內容:透過生命自覺的技巧聆聽自己，從混亂中整理 和接納自己所需的，尋找自身

擁有的正面部份。  

＊A 班 7 月 17 日(禮拜五)  

＊B 班 7 月 28 日(禮拜二)  

時間：晚上 7:15-9:15  

地點：恩慈室 名額：6-15 人  

截止日期：7 月 12 日  

工作坊負責人：黃麗華(Rachel Wong) 國際生命自覺協會協調員及認證導師  

 「安心小組」工作坊  

內容: 透過彼此分享事件帶來壓力反應，交流紓壓方法，學習表達、聆聽、同理心、

回應分享及代禱。  

＊A 班 7 月 25 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 2:30-4:30  

＊B 班 7 月 31 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 7:30-9:30  

地點：恩慈室 名額：6-10 人  

截止日期：7 月 19 日  

工作坊負責人：古藹文傳道  

 弟兄姊妹如有需要可隨時約見任何教牧傳道面談。 歡迎弟兄姊妹到辦公室報名及查

詢！ 

V. 有關栽培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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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讚美充滿(粵) 

Intro:|C|F|C|C| 

A: 

|C     |F     |C    |C 

歡呼聲讚美及全地 

|Am  |F      |G   |G 

當屈膝敬拜恩主 

|C       |F    |C    |C 

天空海闊滿地榮耀 

|Am     |F   |G   |G 

一起宣告與頌揚 

C: 

|C   |G      |F     |F 

萬山呼喊 響徹汪洋 

|Am  |F   |F |G 

傾聽萬有 頌讚袮 

|C   |G      |F     |F 

靈裡歌唱 展翅飛翔 

|Am7| Em7| F 

深切頌讚  盡 獻上 

Bridge: 

|F Dm7   |Am7 Em7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F Dm7   |G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2. 榮耀神羔羊 

Intro：| D | A | G Em7 | A A7 | 

A: 

|D   |A    |G  Em7 | A |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D   |A    |Em7 A  | D | 

榮耀 榮耀 榮耀神羔羊 

C: 

       |Gmaj7A   |F#m7   Bm7 

惟有袮是 榮耀 尊貴配得讚美 

   |Em7 A  |C D C D| 

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 

   |Gmaj7A  |F#m7   Bm7 

來敬拜主 高聲齊來頌揚 

   |Em7 A7    | D |( | A | G Em7 | A A7 |) 

在寶座 上的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