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8月23日至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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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著耶穌得勝 

2. 永遠敬拜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誰在掌權? 

經文：馬可福音 5：1-20  

1 他們來到海那邊格拉森人的地方。2 耶穌一下船，就有一個被污鬼附著的人從墳塋裏

出來迎著他。….15 他們來到耶穌那裏，看見那被鬼附著的人，就是從前被群鬼所附的，

坐著，穿上衣服，心裏明白過來，他們就害怕。16 看見這事的，便將鬼附之人所遇見的

和那群豬的事都告訴了眾人；17 眾人就央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18 耶穌上船的時候，

那從前被鬼附著的人懇求和耶穌同在。19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

屬那裏，將主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20 那人就走了，

在低加坡里傳揚耶穌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眾人就都希奇。 

引言: 耶穌趕鬼入豬群的故事，彰顯耶穌趕鬼權柄，只是人見到耶穌的作為，反倒趕走耶穌。

魔鬼除附在人身上，還會如何奴役人?我們如何「防役」? 雖然世界卧在惡者手中，只要我們



知道世界由誰掌管，就無懼魔鬼的威脅。 

1. 邪惡勢力 

 預知耶穌到來 

 被鬼附的人 

 認出耶穌身份 

2. 耶穌權柄 

 魔鬼求情及結果 

 被拯救的人接受差遣 

 拒絕耶穌的人都害怕，怕什麼? 

3. 世界掌權者 

 魔鬼無形轄制 

 魔鬼最怕什麼 

 終極掌權者 

總結: 馬太福音 10:28「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

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4. 實踐 

 向朋友分享見證 

 為組員守望祈禱 

實踐討論： 

1. 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被耶穌釋放後，是一名康復的人，群眾看見耶穌的大能和一個人的得

救，理應高興，但經文卻描述他們害怕，求耶穌離開。我們嘗試代入耶穌/格拉森被鬼附

的人和群眾，這刻他們心裡的感受是什麼？為什麼有這樣的反應？ 

2. 被鬼附的人想跟著耶穌，但耶穌不許，卻差他去作見證；如你是他，你會如何講這段見

證呢？(核心請先預備分享) 

3. 請一兩位組員分享疫情中的見證，最後大家都可分享需要然後彼此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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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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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會籍班 

目的是幫助信徒成為本會教友之前，認識本教會的異象、組織，及了解教會生活 的

方式和目的，令其容易適應本會生活和參與。  

日期：9 月 23、30 日（禮拜三）晚上 7:30 共兩堂 

(請先確認已繳交按金$100 才填寫 Google 報名表格 １）繳交按金可透過恒生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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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EfDS3h7HD4YmQ26 ) 

截止報名：9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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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QJEfDS3h7HD4YmQ26


 

1.靠著耶穌得勝  

Intro: | G | G | Bm | Bm | C | C | D | D7| 

A1: 

  |G      |G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Bm  |Bm 

軟弱己得改變  

     |C      |C       |D |D7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祢是王  

A2: 

     |C      |Cm       

在祢愛裡我要宣告  

     |G  B7  |Em 

我不必罪中打轉 

  |C   |D      |G |D7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C: 

      |G   |G       |Bm |Bm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C       |G      |Am  |D7  

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 

      |G   |G       |Bm |Bm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C       |G       |B7     |Em 

不必驚怕挫敗 確知主恩更廣闊    

   |C  D7      |G|G (|Bm|Bm|C |C|D|D7|) 

是祢帶領著我得勝 

 

 

 

 

 

 

 

 

 

 

 

 

 

 

 

 

 

 

2.永遠敬拜 

Intro: | A | D | A | D E | 

A1: 

|A        |C#m  |Em     A      |Dmaj7 

美好的救主 患難時刻 祢是隨時的幫助 

 |Bm    E    |C#m  F#m 

主祢賜的平安 勝過這世界 

  |Bm             |E 

一生信靠祢不怕任何風浪 

A2: 

|A       |C#m   |Em     A       |Dmaj7 

信實的天父 看顧我心靈使我能夠得堅固 

|Bm     E    |C#m    F#m 

祢照亮我道路 引導我的腳步 

|Bm          |E 

我全部生命都願順服 

C1: 

 |A      |C#m 

我要永遠敬拜祢 

 |F#m       |Em     A 

在我生命中 祢永遠都是唯一 

|D      E       |C#m F#m  

沒有人能夠取代祢 我親愛救主 

 |Bm             |E 

有誰能夠叫我與祢分離 

C2: 

     |A      |C#m 

我要不住敬拜祢 

 |F#m    |Em     A 

願祢永遠能 喜悅我的生命 

  |D  E    |C#m F#m   

求祢滿足 我的渴慕 

   |Bm  E    |A(|D|A|D E|) 

願緊跟隨我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