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8月9日至8月15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  

 打開話盒： 

談「懷念」：哪一樣消失了的人、事、物，是你很懷念的？例：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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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靠車，有人 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詩篇 20:7 )  

    敬拜詩歌： 

1. 來頌讚 

2. 獻給祢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有任務畀我！？   

經文：馬太福音 11:28-30 和合本 2010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

的軛，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

輕省的。 

1. 休息， 為行更遠的路？  

 在主裏得安穩，為要履行更長遠的任務！ 

 負擔繁重，路途遙遠。長期肩負重大的任務。 

 得安息在這裏不是指完全休息不用工作，而是指得著救恩， 

 並以安穩的心態，相信上帝掌管在一切。  

 這句說話是一個呼召，要跟隨他負擔起重大的任務！  

 軛是：古代是一件由牛所拖動的農具，放在牛頸上的木狗用作拉犁。 



2. 兩大任務： 

i. 安息、安息，得安息： 

 相信並經驗因為主與我們同在並掌管一切。 

 主耶穌是：歷史的主/ 香港的主 / 宇宙的主。 

ii. 實踐使命： 

 積極聯繫親友  

 積極學習 ！參加元福 8 月網上平台，珍惜學習機會！ 

 要有盼望 

結語： 

在滿有重擔與壓力的生活中尋找並回應主耶穌的呼召，相信主的應許與同在，並掌管一切、

帶領我們有最美好的安排。 

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馬太福音 11:26 和合本 2010) 

實踐討論： 

1. 最近有調查指香港蟬聯全球人均最長壽的地方，你覺得是好事嗎？ 

2. 當然香港人所面對的問題和壓力都不少，教育問題，住屋問題，經濟問題…信徒也不例

外，都是要活在世上面對；但我們有什麼與別不同的地方？突破盲點的地方？令我們都

可以卸下重擔？ 

3. 除了將我們的重擔交如主，在行動方面，小組是為患難而生，「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

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書 6:2)，小組都可成為你的幫助；最近你

有什麼需要小組一同擔當的？分享出來，我們彼此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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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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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的下半場」  

簡介： 



由於疫情嚴重，學理民會將十月退修會研經班提前舉行，盼望弟兄姊妹能夠在家中

得著進修和造就。內容會延續七月份「大衛的上半場」，深入認識大衛的生平，透過

進入聖經的過程帶來對我們 的生命反思。  

日期： 

8 月 13、20 日(禮拜四)8:00-9:30 元福大禮堂（提供直播給已報名的學員）  

費用全免，不設重播，舊有學員不需再報名，新參加者請向辦公室報名。 

 「渴想聖靈充滿」研習班 

8 月 16 日（主日） 下午 2:30 課堂 (錄播) 

8 月 23 日（主日） 下午 2:30 Q&A (錄播)  

於元福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播放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j5i5xYBr8mGBwaew5  

費用全免，可致電辦公室或網上報名。截止報名:8 月 9 日 

 206 基督教倫理  

日期：9 月 8、15、22、29 日（禮拜二）晚上 8:00-9:30  

內容： 

1. 死得安樂 導師：古藹文傳道  

基督徒臨終有自決生死的權利嗎？或有其他選擇？  

2. 離婚！再婚？ 導師：陳孟德傳道  

基督徒離婚？再婚？  

3. 性需要自決 導師：馮葡枝傳道  

「性」是婚姻內的行為，如何看待婚前的性需要？  

4. 自由價更高 導師：陳健威牧師  

有限制的自由是不是自由？無限制的自由是不是自由？  

報名方法：請先確認已繳交按金才填寫 Google 報 名表格(本會信徒按金$100/非

本會信徒收費$100) １）繳交按金可透過恆生銀行、銀行櫃員機、 網上銀行、「轉

數快」轉賬至 恒生銀行 255-585101-001  AOGYLGC LTD ２）親身在教會辦

公時間內，將按金交到辦公室。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VDpSbrHNBUQ453nG8 截止日期：9 月 1 日 

 

 

 

 

 

 

  



1.來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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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祢 

Intro: E | A | F#m | B | 

A1: 

|E         |A 

唯有袮聖潔真實 

|F#m       |B 

從過去至到今日 

     |E           

是袮使愛滿溢了 

     |A 

在世間袮最重要 

|F#m         |B 

唯有袮富足沒缺乏 

A2: 

|E         |A 

常對我眷顧恩待 

|F#m        |B 

賜予恩典多麼慷慨 

     |E 

現我知我屬袮 

     |A 

在袮心裡永念記 

|F#m         |B 

唯有袮良善亦可愛 

|F#m           |B 

耶穌袮愛是永不改 

C: 

         |E       |B 

讓敬拜歌聲 彷彿香氣 

           |F#m    |A 

而流淚在袮腳奉獻給袮 

         |E       |B 

現在我屈膝高舉雙臂 

         |F#m    |A 

全部願獻上就算卑微 

B      |E 

深愛我的袮  

B        |E(| A | F#m | B |) 

給至愛的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