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彼此建立材料 

2020年12月13日至12月19日 

1. Welcome 破冰(10 分鐘)  

 打開話盒： 

小組大事回顧(下)：2020 年即將過去，來一個大事回顧，再分享 3 件今年的大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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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祂的人和仰望祂慈愛的人。（詩篇 33:18） 

      敬拜詩歌： 

1. 慈愛不放開 

2. 祢是我神（請開我眼）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題目：出奇不意的上帝 

經文：士師記 3:12-30 

12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使摩押王伊磯倫強大，攻擊以色列，因為他

們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13 伊磯倫召集亞捫人和亞瑪力人到他那裏，他就去攻打以色列，

佔據了棕樹城。14 於是以色列人服事摩押王伊磯倫十八年。15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耶和

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便雅憫人基拉的兒子以笏，他是個慣用左手的人。以色列人託

他送禮物給摩押王伊磯倫。16 以笏打造了一把兩刃的劍，長一短肘，綁在右腿上衣服裏面。

17 他把禮物獻給摩押王伊磯倫。伊磯倫是個很肥胖的人。18 以笏獻完禮物的時候，就把抬

禮物的人送走。19 但他自己卻從靠近吉甲的雕像那裏轉回來，說：「王啊，我有一件機密的

事要奏告你。」王說：「迴避吧！」於是所有侍立在他左右的人都退去了。20 以笏來到王那

裏，那時他獨自一人坐在陰涼的頂樓。以笏說：「我有神的話向你報告。」王就從座位上站

起來。21 以笏伸出左手，從右腿上拔出劍來，刺入王的肚腹。22 劍柄連同劍刃都刺進去了，

肥肉夾住了劍刃。他沒有把劍從王的肚腹拔出來，糞便就流出來了。23 以笏出到門廊，把王

關在樓門裏面，就上了鎖。24 以笏出來之後，王的僕人就來了。他們觀看，看哪，樓門鎖住，



就說：「他必是在陰涼的房間裏大解。」25 他們等得不耐煩，看哪，樓門仍然不開，就拿鑰

匙打開樓門，看哪，他們的主人已經倒在地上死了。26 他們耽延的時候，以笏就逃跑了。他

經過雕像那裏，逃到西伊拉。27 他到了那裏，就在以法蓮山區吹角。以色列人跟隨他從山區

下來，他在他們前面引路，28 對他們說：「緊跟著我！因為耶和華已經把你們的仇敵摩押交

在你們手中。」於是他們跟著他下去，佔據了摩押對面約旦河的渡口，不准一人過去。29

那時，他們擊殺了約一萬摩押人，都是強壯的勇士，連一個也沒有逃脫。30 那日，摩押在以

色列手下制伏了。於是這地太平八十年。 

引言:士師時代在以色列民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當受外族欺壓向上帝呼求拯救時，

上帝會以出奇不意的的方式為民爭戰，施行拯救，使敵人招架不住四散逃跑。 

1. 士師時代背景 

 軍事妥協 

 靈性敗壞 

 惡性循環 

2. 以笏刺殺摩押王伊磯倫 

 伊磯倫和以笏 

 刺殺行動 

 以色列得拯救 

3. 應用實踐 

上帝作為 人的回應 

出奇不意 甘被使用 

守約不變 忠心跟隨 

提供出路 揀選生命 

總結: 申命記 30:19「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已經將生與死，祝福與詛咒，擺在你

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 

 實踐討論： 

1. 以笏的故事那部份最令你感到出奇不意，印象深刻? 

2. 上帝喜歡用平凡人(或者有缺陷的人)成就不平凡的事，若要被上帝使用，須要有什麼態度? 

3. 過去在元福群體生活的日子，有何地或何事曾共同經驗「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可作為

集體經歷神的「標記」?這些標記對你對群體有什麼意義? 

4. 作為牧區家及元福一份子，分享你見到上帝正進行什麼工程。如果要邀請更多人參與，你

須要什麼準備和行動? 

5. 雖然上帝的作為好多時「估唔到」，只是上帝對人的愛是永恆不變，必為困局中的人提供

出路。如果你身邊的朋友正在各樣循環困局中，你會如何幫助他/她帶到上帝面前，讓上

帝成為他/她生命的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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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著教會維修工作禱告。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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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適合新人之聚會： 

 (網上直播)12 月 20 日(主日早上 11 時，12 月彩虹見證，題目：絕望中重遇神，分

享：王興文弟兄(靈樂家)。 

 (網上直播)12 月 24 日(禮拜四)晚上 9:00 平安夜崇拜聚會，主題：天使聖誕佳音。 

V. 栽培課程： 

 「102 會籍班」：1 月 10 日及 17 日(主日)共兩堂，上午 9:15 ，恩慈室 AB 課程簡

介： 本課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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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截止報名。 

 「104 信仰要道班」：1 月 7,14,21,28 日及 2 月 4,18 日(禮拜四)共六堂，測驗：2

月 25 日(禮拜四)，晚上 7:30 元福小禮堂 

課程簡介: 認識真理和教義，打好信仰基礎，了解浸禮的意義， 立志跟隨基督，更

新生命，在基督裡成為一個新造的 人，得著豐盛的人生。 備註：完成此課程者方

可申請浸禮 **請參閱本會的浸禮要求**，12 月 24 日截止報名。 

VI. 原訂 12 月 26 日(禮拜六)下午 4:00「40 繫主情感恩慶典」，因疫情關係延期直至另行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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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我神 

Intro:| A | F#m | Bm7 E | A E7| 

A1: 

         |A           |F#m|      

請開我眼 打開我心  

|Bm7  E|         | A E7| 

明白祢 有多麼深愛我 

       |A           |F#m|  

請釋放我 去我纏累  

|Bm7  E|         | A E7| 

能讓我 再有力榮耀祢 

A2: 

         |A           |F#m|      

請改變我 謙卑我心  

|Bm7  E|         | A E7| 

明白我 有多麼需要祢 

         |A           |F#m|      

心緊靠祢 進祢懷內  

|Bm7  E|         | A E7| 

容讓我 永貼近隨著祢 

C1: 

         |A       E | 

祢為我釘身受死  

|C#        F#m| 

抹去我的污穢 

         |D        B|      | E E7| 

祢是我神 是我王我心欣慰 

         |A       E|    

我為祢張開我口  

|C#       F#m| 

向世界高聲唱 

         |D        E7|      A | 

竭力讚揚 願永傳祢大愛 

C2: 

         |A       E|    

我為祢舉起兩手  

|C#      F#m| 

永遠高舉祢 

         |D        B|         | E E7| 

讚頌我神 頌我王我心所愛 

         |A       E|    

我為祢傾出我心  

|C#        F#m| 

撇棄世間貪愛 

         |D        E7|    F#m| 

放下軟弱 願獻呈作活祭 

         |D     E7|    F#m| 

祢是我神 是我王到永遠 

         |D       E7|       A| 

永頌我神 竭力讚揚 敬拜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