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8月16日至8月22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  

 打開話盒：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鏞的作品，金鏞的小說不斷被翻拍成電視劇和電影，在你的年代中，

你最喜歡哪個演員飾演金鏞筆下的人物？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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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人算甚麼，你竟顧

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詩篇 8:3-4) 

    敬拜詩歌： 

1. 讚歌不停 

2. 全傾心中愛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講題：你需要的方法放下仇恨 (出埃及記糸列 6) 

經文：出埃及記 11:1-2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再降一個災禍給法老和埃及，然後他必讓你們離開這裏。他放你們走

的時候，一定會趕你們全都離開這裏。你要傳於百姓耳中，叫他們男的女的各向鄰舍索取金

器銀器。」 

一. 為何要取金銀？ 

1. 時間催趕下，您會拿甚麼？ 

2. 不合理的要求？ 

3. 金器銀器的敗壞？ 

二. 為何這是重要？ 

1. 一個自由的記號 

2. 一個命令 



3. 不能只靠意志放下仇恨 

4. 從仇恨到拯救 

三. 行道功課 

 為自己仇恨的人或事建立象徵性的記號。 

 為自己的屬靈生命建立象徵性的記號。 

結語：象徵轉化為美意 

實踐討論： 

1. 由細到大我們看電視劇和電影，不乏報仇復仇的情節，有些以牙還牙，有些處心積慮，

有些給上天收拾，都看得大快人心。假若你有一個血海深仇要報，你會如何復仇呢？ 

2. 復仇與饒恕，哪個容易？哪個可以解決問題？ 

3. 但信仰卻告訴我們放下仇恨，讓上帝伸冤和審判。現實是我們人性的軟弱，很難憑空放

下仇恨，是需要一個過渡性方法或對象，又或是一個象徵性記號來幫助我們放下。有誰

可分享一下上一次你能放下仇恨的過程？ 

4. 今天得罪我們的人，想深一層，是如何造成的？是雙方缺乏了什麼？過程中有什麼可以

改善？或者原來是自已都有責任或是小事一件。又或對方真的對自己做了很大的傷害和

不能原諒的事，每次想起都悲痛莫名，想想耶穌會對你說什麼？記下今天的領受，為自

己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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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新朋友及福音活動： 

 9 月彩虹見證：在絕望中找到了耶穌，梁秀珠姊妹(Amy 葡萄園家)分享，9 月 20

日（主日）早上 11:00。 

 中秋送暖 - 全教會探訪行動  

行動日期：9 月 27 日 (主日) 集合時間：下午 2:00  

集合地點：教會小禮堂取禮物包後出發  

※請各牧區家自行安排探訪隊伍及對象，請各家長把所需禮物包數量，9 月 13 日前



通知范姑娘。  

 愛心月餅捐贈行動 中秋顯溫情！鼓勵弟兄姊妹捐贈月餅，作探訪之用。於 9 月 13

日前將月餅交到辦公室，將愛心和關懷化作行動，與人分享，共渡佳節！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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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歌不停 

Intro: | G | C | D | G | 

A: 

|G       |C     |D7      |G 

讚美祢榮耀祢 天使天軍也唱和 

|G       |C     |D7      |D7 

敬拜永恆上帝 眾生歌頌讚揚 

C: 

     |G  |C      |D7  |G 

來讓聖靈興起心裡的歌聲 

     |G  |C      |A7  |D7 

萬眾高唱舉起手向主歡呼 

     |G  |C      |D G |D 

這刻宣告高舉主祢慈愛大能 

|Em      |D7   |G 

無窮榮耀永受頌揚 

Brigde: 

|Em      |Bm|Em      |Bm 

諸天稱頌祢  深海相呼應 

|Em      |C      |A7  |D7 

主恩充滿大地讚歌不停息 

 
 

 

 
 
 

 
 
 
 
 

 

 

 

 

 

 

 

 

 

 

 

 

 

 

 

2.全傾心中愛 

Intro: | G | Em | C | D | 

A: 

|G     D     |Em 

祢永遠藏身在我心 

   |Cmaj7  |D 
保守我同經歲月 
|G   D    |Em 
祢恩手 呵護我 

 |Cmaj7  |D 
引領我行走祢義路 
B: 

|Bm7  |C 
我要仰望主 
  |Bm7  |C D| 
我靈也等候 
C: 
   |G         |Cmaj7 
全傾心中愛 向祢歌頌 
     |D  Em  |C  Dsus4| 
為述說主祢信實 
   |Gsus4     |Cmaj7 
能棲居祢 永不朽臂膀 
   |D  G   | C D | 
祢每刻親拖帶 

   | G 
保護我 
Brigde: 
|G   |Em  |C   |D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G   |Em  |C   |D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