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9月27日至10月3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  

 打開話盒： 

拍 7：主持人順序讀出數字，每逢有 7 字或 7 的倍數大家要拍一下手掌，亦可倒數增加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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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

者啊，我要歌頌你的名！(詩篇 9:1-2) 

    敬拜詩歌： 

1. 一首讚美的詩歌 

2. 全傾心中愛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人生定向 

經文：雅各書 1:4-8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

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主就必賜給他。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

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心懷二意的人，在

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1. 追求智慧 

 在舊約中，「智慧」能夠洞悉神的旨意，並將之應用在生活之中，是一種實用的美德。

作者有意把智慧當成是引致人走向 1:4 「成全、完備，毫無缺欠」的一種導向。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箴 2:6   

2. 做一個有名有實的基督徒 



 上帝希望我們的生命「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3. 除去優柔寡斷的習慣 

 心懷二意的人 

 「這樣的人三心兩意，搖擺不定，別希望從主那裡得到甚麼。」雅 1:7(現) 

4. 坦誠面對問題 

 活在什麼的思想中，就活在那現實裏 

 「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5. 把生命途交上帝手裏 

 決定在神，行事在人 

 「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箴 16:33 

實踐討論： 

1. 在古今中外，有誰是你推崇的智者？為什麼你認定他是智者？因為料事如神？因為發人深

省？因為影響深遠？ 

2.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可以成為智者，因為我們有超然的生命就是上帝兒子的生命，但為什麼

今天我們仍未能得勝的活著呢？我們再讀雅各書 1:4-8 找一找答案。 

3. 如經文所記，是因為信心不足？是因為未能全然忠於上帝，事奉上帝又事奉世界？還是因

為什麼呢？ 

4. 人生有定向就不怕「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也不會「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分

享一下你的定向是什麼？然後為你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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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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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祈禱課程 I  

認識祈禱目的和意義，透過操練尋索適合自己的 祈禱方法，建立恆常的祈禱習慣。  

日期：11 月 3 日至 11 月 17 日(逢禮拜二，共 3 堂) 晚上 7:30 恩慈 AB  

講員：古藹文傳道 

截止：10 月 25 日 

 305 羅馬書  

日期：10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禮拜四，共 6 堂）晚上 7:30 恩慈 AB 

截止：10 月 18 日 

 

 

 

 

 

 

 

 

 

 

 

 

 

 

 

 

 

 

 

 

 

 

 

 

 

 

 

 



1.一首讚美的詩歌 

Intro: | C | Em | Dm | G7 | 

A: 

    |C      Em|    |Em    F| 

讓那讚美的聲音 在這空間響遍 

    |C      Em|  |Dm   G7| 

讓那敬拜的心聲 永不休止 

    |C      Em| 

讓我心中所有意念  

    |E      Am| 

此刻都交主的手裡 

  |Dm     G7|    |C    | C7 |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深敬拜 

C: 

  |F      G|      |Em  Edim| 

人活著 原是要歌頌讚揚 

         |Dm G7|      |C C7| 

創造我的主 祢是配得榮耀 

  |F      G|      | E7 Am| 

人活著 原是要將榮耀歸祢 

  |Dm     G7| 

一首讚美的詩歌 

|Dm     G  |G7|  C | (|Em | Dm | G7 |) 

願帶我到寶座前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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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