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 召 會 元 朗 福 音 中 心  
2021 年 11 月 07 日至 11 月 13 日 

彼此建立材料 

  

 

 

 

1. Welcome 破冰 (10 分鐘)  

破冰遊戲:  

聽出你聲音: 安排一位組員 A 坐在中間閉上眼睛，其他組員可在 A 組員背後走動，當 A 組員

叫停時伸手往後指出一位組員 B，B 組員用不同的聲線講出任何一位組員名字，組員 A 估出

組員 B 真正身份為勝。估不對繼續第二輪，估對由組員 B 代續。 

 

打開話題:  

無論你在什麼工作埸所，除了手機外，各人分享 3 種必備工具法寶。 

 

2. Worship 敬拜(15 分鐘)詩歌  

敬拜詩歌： (歌詞見附件) 

1. 耶穌我恩主 

2. 主我緊靠你 

    

3. Word 彼此建立(30 分鐘) 

 

講題：耶穌是誰？（馬可福音系列八） 

經文 :  可 14:53-62 

講員 :  陳健威牧師 

53 他們把耶穌帶到大祭司那裏，又有眾祭司長、長老和文士都來一同聚集。54 彼得

遠遠地跟著耶穌，直到進了大祭司的院子，和警衛一同坐在火邊取暖。55 祭司長和全

議會尋找見證控告耶穌，要處死他，卻找不到實據。56 因為有好些人作假見證告他，

他們的見證又各不相符。57 又有幾個人站起來，作假見證告他說：58「我們聽見他

說：『我要拆毀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內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59 就是這

樣，他們的見證還是不相符。60 大祭司起來站在中間，問耶穌說：「這些人作證告你

的事，你甚麼都不回答嗎？」61 耶穌卻不言語，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問他：「你

是不是基督，那當稱頌者的兒子？」62 耶穌說：「我是。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

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來臨。」 



 
 

 

  

一、 背景 

二、 經文中不合常理的地方?要顯出什麼的情況? 

三、 耶穌在受審與十字架上所說的話 

14:62 耶穌說：「我是。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來臨。」 

15:2 彼拉多問他：「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是你說的。」 

15:34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耶穌大聲呼喊：「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

（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15:37 耶穌大喊一聲，氣就斷了。在神話語的進深 :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

罪你 (v11) 

 

四、 在「我是」與「我不是」 

14:69 那使女看見他，又對旁邊站著的人說：「這個人也是他們一夥的。」 

14:70 彼得又不承認。過了不久，旁邊站著的人又對彼得說：「你真是他們一夥的，

因為你也是加利利人。」 

14:71 彼得就賭咒發誓說：「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 

14:72 立刻，雞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雞叫兩遍以前，你要三

次不認我。」他就忍不住哭了。 

 

結語: 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說：「我們何必再要證人呢? 你們已經聽見他這褻瀆的話了。

你們的決定如何？」他們都判定他該處死。(馬可福音 14:63-64) 

實踐討論： 

1. 你可曾面對一些蠻橫不講道理的人?會用什麼態度和方法面對? 

2. 你會如何理解耶穌在經文中不合常理地方的反應?要顯出什麼情況?增加你對耶穌那

方面的認識? 

3. 耶穌在受審判與十架上所說的話，有什麼強烈的對比?如果耶穌的使命是在世上先

受苦後得榮耀，對於今日跟隨耶穌的門徒(我們)面對世界的困境難處會有什麼不同

的看法? 

4. 為什麼耶穌在十架上向天父作出「為何離棄我」的呼喊?你認為耶穌承受的痛苦與

你有什麼關係? 

5. 信仰歷程你曾在什麼環境壓力下否認或刻意隱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背後有什麼原

因?今日再次確認耶穌在十架為我們承擔一切軟弱和罪性，你會如何堅固信心在人

在神面前認定這位生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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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配合政府對放寬宗教聚會人數（上限為場所容納人數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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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耶穌社區 - 共享平台: 這是元福面向社區的一個共享平台，主要整合會內資源，包

括事工、人力、物力等去服侍社區需要。弟兄姊妹可以藉平台的活動及物資接觸有

需要的人，是一個施與受共享及配對的平台。第二季(2021 年 10-12 月)共享項

目： 

 免費飯劵 : 10 月 15 日開始有新一期的免費飯劵派發給社區有需要人事，每

份四張，每人每次可領取兩份，請向辦公室索取。 

 

3. 元福栽培課程: 初級傳道訓練，11 月 11 日至 12 月 2 日(逢週四晚 7:30)共四堂，

配合下半年教會佈道工作，學習不同傳福音技巧。11 月 7 日截止報名，課堂只供

實體進行。 

 

4. 影音部體驗日: 11 月 14、21、28 日及 12 月 5、12、19 日，早上 8:30-11:30 或

早上 11:00-下午 1:00 (每個時段每個崗位名額兩位)。每次體驗日為聚會前之禮拜

四截止報名(例：11 月 14 日聚會，11 月 11 日截止)。請參閱電子報名表格或與葡

枝傳道聯絡。 

 

 

5. 歐洲時裝義賣:12 月 12 日(主日) ，早上 11:30-下午 4:00 教會門口及小禮堂，不同

款式如冷衫、西裙、短褸、西褲等歐洲出口時裝。價錢每件 60 元(不設找續，請自

備購物袋)，所得款項將全數撥入教會裝修籌款。 

 

 

 

 



 
 

 

  

1. 耶穌我恩主 

Intro：|D|Bm|G A|D| 

A1: 

             |D    |D             |Bm |Bm 

主啊祢是神 遠勝一切別神 

             |G    |A           |D     |D 

萬有的主宰 是我生命源頭 

             |D    |D              |Bm |Bm 

本居於高處 卻降生這世上 

             |G            |A      |D  |D 

與世人分享真愛與真理 

A2: 

             |D   |D              |Bm |Bm 

主啊祢聖名 配得稱讚頌揚 

             |G      |A           |D    |D 

是我生命力量是我的保障 

             |D    |D             |Bm |Bm 

盡管翻風雨 我的心也安穩 

             |G            |A      |D  |D 

祢是浮生的方向與指引 

C: 

             |D   |D           |G   |G 

皆因主厚愛 今天充滿我 

             |Em |A          |D  |D 

扭轉醜與惡 明亮我心 

             |Gm |A          |D   |D 

極力地讚美 耶穌我恩主 

             |Em |A          |D  |D 

一生也精彩 只因有祢 

 

 

 

 

 

 

 

 

 

 

 

2. 主我緊靠袮 

Intro: | C G | Am | F C | Dm 

G7 | 

A: 

|C G    |Am|F C     |Dm G7|    

主我緊靠袮 主我緊靠袮 

    |C E7   |Am Fm| 

盡我心 以我靈  

|C G7     | C | 

主我緊靠袮 

C: 

|F           |C| F   G   | C E| 

以愛今觸摸我心 將我緊擁抱 

      |Am    Em| 

我只歸袮 屬於袮 

    |Dm G  | C |  

只歸袮 只歸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