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 召 會 元 朗 福 音 中 心  

2021 年 5 月 23 日至 5 月 29 日 

彼此建立材料 

 

 

 

 

1. Welcome 破冰 (10分鐘)  

絕對機密，全面曝光 

 遊戲方法：  

1. 如有8人小組，大約一半組員是做動作，一半是猜測動作。(只需猜到大概意思，不用逐

字猜想。) 

2. 帶領者預先把一句句子分別寫在不同紙上，例如：「執著是改變的一大障礙」，把這句

子分為三部分並寫在張上，執著、改變、一大障礙。 

3. 然後三位做動作的，不一定按次序做動作。 

4. 台下4位組員猜，把猜到的動作盡量拼合為帶領者手上的句子。 

 

遊戲啟發：我們在日常生活，往往只收到片面訊息，即使身邊朋友收到同一訊息，但不

一定一樣的解讀。而且拼合起來也是不是等於最原始最正確的訊息。 

 

2. Worship 敬拜(15分鐘)詩歌  

敬拜詩歌： (歌詞見附件) 

1.  我向祢禱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Xs-rBonc  

2.  聖靈充滿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pigl7Finfg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講題：雖然盲但看見 

經文：可十 46–52 

 

10:46他們到了耶利哥。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離開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討飯的盲人，是底買的

兒子巴底買，坐在路旁。 

10:47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就喊了起來，說：「大衛之子耶穌啊，可憐我吧！」 

10:48有許多人責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喊著：「大衛之子啊，可憐我吧！」 

10:49耶穌就站住，說：「叫他過來。」他們就叫那盲人，對他說：「放心，起來！他在叫你啦。」 

10:50盲人就丟下衣服，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裏。 

10:51耶穌回答他說：「你要我為你做甚麼？」盲人對他說：「拉波尼，我要能看見。」 

10:52耶穌對他說：「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盲人立刻看得見，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Xs-rBon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pigl7Finfg


 

46 They came to Jericho. As he and his disciples and a large crowd were leaving 

Jericho, Bartimaeus son of Timaeus, a blind beggar, was sitting by the roadside. 47 

When he heard that it was Jesus of Nazareth, he began to shout out and say, 

“Jesus,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48 Many sternly ordered him to be quiet, 

but he cried out even more loudly,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49 Jesus 

stood still and said, “Call him here.” And they called the blind man, saying to him, 

“Take heart; get up, he is calling you.” 50 So throwing off his cloak, he sprang up 

and came to Jesus. 51 Then Jesus said to him,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The blind man said to him, “My teacher,[g] let me see again.” 52 Jesus said 

to him, “Go;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Immediately he regained his sight and 

followed him on the way. 

 

背景 

 進入聖城前的最後一個記載 

 與符類福音的分別:馬太與路加 

 

一、大衛之子耶穌啊，可憐我吧！ 

二、你要我為你做甚麼？ 

三、在路上跟隨耶穌 

 

行道功課 

1.  反省: 知道自己的需要 

2.  祈禱: 我要為你做甚麼？ 

3.  不要等: 在路上跟隨耶穌 

 

結語 

8:34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8:35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失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 

 

實踐討論： 

1. 經文記載這盲人「卻越發喊著」(v48)，這是什麼心態？ 

2. 為何耶穌「叫他(盲人)過來。」(v49)？ 

3. 「盲人就丟下衣服，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裏。」(v50)，衣服代表什麼，為什麼

聖經記載下來？你認為與聖經其他記載有關衣服描寫相比有何分別？ 

4. 盲人跟門徒相比，誰看得見耶穌的身份？為何你這樣想？ 

5. 耶穌為這盲人好似沒做什麼(相比另一個醫治盲人事件)？但事實祂作了什麼？

你認為這些比醫治兩眼能看見更重要嗎？ 

 

4. Work 異象分享 

組長消化後分享，最後為以下事項禱告結束。 (詳細請看家訊或教會網頁) 

1. 走二里路祈禱會 (逢週三下午 1:00-1:45 ，若遇教會假期就暫停) 

為教會籌款守望祈禱，教牧團隊 Youtube 直播  

鼓勵弟兄姊妹在不同地方同步參與！ 
 



 

2.  為了配合政府對放寬宗教聚會人數（上限為場所容納人數三成），教會於 4 月 4 日起恢復

實體主日崇拜，並改為兩場崇拜進行，每場九十分鐘。第一場崇拜為早上 10 時；第二場

崇拜為早上 11 時 30 分，每場人數滿 162 人後停止入座。 
 

3.  「走二里路」2021-22 裝修籌款認捐行動  

元福教會維修工程即將完成，現在我們計劃在教會內部進行一系列裝修工程，其中

包括大禮堂各項工程，估計合共大約 300 萬港元。 

1. 增建四間房作兒童事工場地 (約 60 萬) 

2. 冷氣系統增設一台製冷氣機 (約 40 萬) 

3. 講台重置 (約 20 萬) 

4. 講台兩則加建兩房 (約 30 萬) 

5. 擴寬音控位置及更換兩個銀幕 (約 25 萬) 

6. 三樓裝修 (約 25 萬) 

7. 其他裝修雜項及還款（100 萬） 
 

因教會現時財政狀況未能應付 整體工程支出，需要籌款作為以上裝修用途。鼓勵

各弟兄姊妹可以奉獻或免息貸款形式回應。請填寫認捐表格 或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ersC9YucEZHMGM4d8   裝修奉獻或借貸轉賬方法：可透過恆生銀

行、銀行櫃員機、網上銀行「轉數快」轉賬至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255-585101-001 

AOGYLGC LTD。然後，請把入數紙電郵到: office@ylgc.org.hk 

感謝大家一直 以來對教會的付出和禱告支持！ 

   

(歌詞附件) 

【我向祢禱告】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磐石與拯救  是我高臺與詩歌 

祢體恤我  祢保守我  

  

祢是我神  是我的依傍 

在我無助困苦中   祢在細聽察看 

是我能力與保障   是我盾牌與幫助 

祢應許我  祢在掌舵 

  

Chorus 1 

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Chorus 2 

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https://forms.gle/ersC9YucEZHMGM4d8
file:///E:/Church/YLGC/admin/彼此建立/office@ylgc.org.hk


 

我心相信   靠著祢(終會)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神蹟必可看見) 

 

Bridge 1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信心 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Bridge 2 

我看著眾山嶺   吩咐它們挪開 

在祢並沒有難成的事 

祢教導我禱告    要帶著權柄宣告 

相信祢定會聽到 

 

Coda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只想看見  我只想看見 

祢旨意彰顯 

 

【聖靈充滿我】 

聖靈 聖靈 我感謝祢 

我知祢正在這裡 

聖靈 聖靈 我歡迎祢 

祢同在充滿這地 

 

基督復活坐寶座 

賜下權柄 

榮耀聖靈從天降臨 

親愛聖靈再一次 

充滿我心 

我需要有祢同行 

 

副歌： 

充滿我 聖靈 

充滿我 聖靈 

現在充滿我的心 

充滿我 聖靈 



 

充滿我 聖靈 

每天充滿我的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