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9月20日至9月26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  

 打開話盒： 

中秋節臨近，分享一下你最喜愛的應節食品，有冇機會請全個小組一齊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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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耶利米書 31:3) 

    敬拜詩歌： 

1. 慈愛不放開 

2. 這愛極深厚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影子，實體和將來的事 

經文：希伯來書 10:22-25 

22 那麼，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同已蒙潔淨、無虧的良心，和清水洗淨了的身體來親

近上帝。23 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是信實的。24 我們

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25 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

勉，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 10:22-25) 

1. 四個勸勉與將來的影子(10:22-25) 

a. 我們要分別為聖親近上帝：(10:22) 

在將來聖潔公義和慈愛的上帝會永遠和衪的子民同在 

b. 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10:23) 

上帝是信實的，在將來我們所指望的必會實現 

c. 我們要彼此相顧：(10:24) 

在將來我們會永遠在上帝的國成為家人 



d. 我們不可停止聚會：(10:25) 

在將來我們會永遠敬拜上帝 

2. 警告(10:26-31) 

a. 領受真理的知識以後仍故意犯罪(10:26) 

 與上文的勸勉相違背(10:22-25) 

 否認耶穌基督與聖靈的作為(10:29) 

 落入上帝的審判中(10:31)，不再有贖罪的祭物(10:26) 

3. 作者再次勸勉(10:32-38) 

a. 不可丟棄你們無懼的心(10:35) 

b. 必須忍耐(10:36) 

c. 引用上帝對哈巴谷在困苦中的回應(10:37-38) 

「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論及終局，絕不落空。它雖然躭延，你要等候；因為

它必臨到，不再遲延。看哪，惡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哈

巴谷書 2:3-4) 

d. 無懼與忍耐必得大賞賜獲得所應許的 

4. 兩個結局(10:39) 

a. 退縮以致沉淪 

b. 信心以致得生命 

c. 作者延伸至第十一章論歷代信心偉人的無懼與忍耐 

5. 應用 

a. 在教會及小組中繼續持守四個勸勉，教會是天國的影兒。 

b. 在艱難中勿丟棄信仰，更要反省信仰，藉此更新變化，脫去舊人。 

c. 仰望耶穌支取無懼與忍耐，不停止不放棄不退縮不沉淪。 

實踐討論： 

1. 模型是實體事物的縮影，有什麼模型(玩具性質的/示範性質的)，你最想擁有這個模型的

實體呢？車?食物?樓盤?或其他？請分享。 

2. 舊約的聖所和獻祭都是將來天國和救恩的模形，一個示範，一個縮影。以致今天新約時代

的我們可以藉著耶穌基督的贖罪得稱為義，進入至聖所在上帝面前敬拜獻祭，但同時我們

今天的敬拜獻祭亦是將來天上實體的影子；所以今天的信仰生活不能放棄和停止。讓我們

期待一下，當疫情下恢復實體崇拜和小組，你最想和小組做什麼？ 

3. 疫情下每個人都看似獨自面對信仰挑戰，個人的信仰如何都是群體信仰的影子，在沒有實

體聚會的這段時期中，你有什麼反省和得著？ 

4. 為著小組/牧區家/牧區家領袖禱告，讓我們「不是退縮以致沉淪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以

致得生命的人。」，得著無懼與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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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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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幸福有個約會(福音主日) 時間:早上 11:00 地點:元福大禮堂 

日期:10 月 11 日(主日) 嘉賓:蔣麗萍小姐 

日期:10 月 18 日(主日) 嘉賓:梁藝齡小姐 

VI. 有關栽培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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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慈愛不放開 

Intro: | F | Bb C7 | 

A: 

  |F   |Bb   C7 

慈愛永不可放開 

  |F   |Bb   C7 

唯祢流進我思海 

     |A7     |Dm     

在我生命之中種下慈愛 

|G7      |C7 

不停的厚待 

    |F   |Bb     |Gm7 |C7 

我一切從平淡變精采 

C1: 

         |F     

抬頭望這天多高 

|Bb  C7|   |F     

祢放光的愛比天高 

|Bb  C7|   |Am    

照亮沿路拒絕大霧 

|Dm       |Gm      C7 

驅使我再不須徬徨和迷途 

C2: 

|F     

明白就算海多深 

|Bb  C7|   |F     

祢豁出的愛比海深 

|Bb  C7|   | Am   

泊岸潮浪濺在附近 

|Dm        |Gm FC7‧| F (| Bb C7 |) 

交織祢這些 全 頌 讚聲音 

 

 

 

 

 

 

 

 

 

 

 

 

 

 

 

 

2.這愛極深厚 

Intro: | G | C | Am | D | 

A1: 

|G     D     |C  G 

每次當我重犯了過錯  

|G     D     |C  D 

袮靠緊我 讓我看清楚  

     |Em  D   |C  G 

十架犧牲得潔淨我全人 

|Am C        |Dsus  D 

靈內  尋著那新生  

A2: 

|G     D    |C   G 

袮賜給我存在的勇氣  

|G     D    |C   D 

世界一切全沒法可比  

 |Em D     |C  G 

袮以不息的愛去覆庇我  

|Am C        |Dsus  D 

情願  留在袮身邊  

C: 

       |G     G/B   |C 

這愛極深厚 耶穌替我準備 

       |Am   C       |Dsus  D 

願為我犧牲 神恩中再高飛  

       |C   D      |G/B    C|C 

洗清一切 羞愧 在愛中分享細味  

       |Am   Dsus  |G ( | C | Am | D ) 

容讓我讚頌 最寶貴是袮  

Bridge: 

       |C     |D 

袮愛偉大 深且廣  

   |C/E       |D/F#  

這大愛 令我得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