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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lcome 破冰 (10分鐘)  

實實在在打招呼：隨著實體小組逐步開放，這次破冰活動可以較為互動多些。發令者說不同

打招呼方式，組員必須根據指示作。組長先示範不同的打招呼的動作： 

 中式：雙手抱拳 

 美式：單手揮揮手 

 泰式：雙手合十鞠躬 

 日式：向對方躬身 

 韓式：心心手 

 英式：握握手 (因疫情關係，惟有假裝握手) 

 疫情式：手肘碰手肘 

遊戲開始時，組員可在場內自由走動，當發令者宣佈「中式」時，大家便要用中式的招呼方

式互相問候（即雙手抱拳），如發令者宣佈「泰式」時，大家便要用泰式打招呼互相問候，

如此類推。發令者可自創更多不同打招呼方式，發令者也可要求組員打招呼後，向對方祝福

一句話。 

2. Worship 敬拜(15分鐘)詩歌  
宣召經文：萬民哪，你們都要鼓掌！用歡呼的聲音向神呼喊！(詩篇47:1) 

敬拜詩歌： (歌詞見附件) 
1. 歡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vDrhmdRIk 

 

2.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S_Rvr4Czk 

 

3. Word 彼此建立(30分鐘) 

講員 :何景昕傳道 

經文：傳3:1-15     

主題：演繹人生角色 

1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 

2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有時； 

3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4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5丟石頭有時，撿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抱有時； 

6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存有時，拋棄有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YvDrhmdR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S_Rvr4Czk


 

7撕裂有時，縫補有時；沉默有時，說話有時； 

8喜愛有時，恨惡有時；戰爭有時，和平有時。 

9這樣，做事的人在他所勞碌的事上得到甚麼益處呢？ 

10我觀看神給世人的擔子，使他們在其中勞苦： 

11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 

12我知道，人除了終身喜樂納福，沒有一件幸福的事。 

13並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賞賜。 

14我知道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遠；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做，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15現今的事以前就有了，將來的事也早已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背景 

大綱                                

1. 人看虛空 

2. 傳道者的觀察及回應 

3. 神原本秩序及旨意 

 

結語 

12:11,13-14 

 

 

 

 

實踐討論問題： 

1.「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你可有發現自己身邊有「美好」的事？試分享之。 

2. 你認為神創造的原本定律/秩序是什麼？在你現時的生活中有否按照這定律而活？ 

3.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神想我們如何回應？ 

4. 你選擇如何演繹自己人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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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政府公告限聚令 4 月 21 日起放寬，而宗教場所可以重開，本會定於 4 月 21 日起重開

實體聚會，當中包括主日崇拜、青少年崇拜、小組聚會、各類會議等。但請肢體留意（特

別是針對崇拜安排），以下是政府要求: 

1)人數上限為場地通常容納量的 50%，因此主日崇拜仍維持兩堂聚會，時間仍是早上十點、

十一點半兩場崇拜。 

2)參與崇拜者，需執行「疫苗通行證」才可進入禮堂。 

A 序幕 (1:1) 

   B 框架 虛空的虛空，全是虛空。(1:2-3) 

 C定理(詩) (1:4-11) 

             D人觀 (1:12-3:15) 

                 E 對現世批判 I (3:16-4:16) 

                         F 對神態度 (5:1-7) 

 E1 對現世批判 II (5:8-6:10) 

 D1 解構(6:11-9:6) 

 C1 倫理(詩) (9:7-12:8) 

 B1 框架 虛空的虛空，全是虛空。 (12:8) 

 A1 結語 (12:9-14) 



 

有關「疫苗通行證」請參考: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3/20/P2022032000338.htm 

若政府在防疫安排上有改動(主要對本會恢復聚會影響)，會儘快通知大家。 

2. 5 月份祈禱會 

主題：「疫情難 ? 亦晴男！」祈禱會 

日期：5 月 4 日(禮拜三) 

時間：晚上 8:00 

地點：元福大禮堂 

內容：男人如何在疫情中看見上帝的作為，看見晴朗的藍天！此次聚會由學理民會協助。 

＊實體及 Youtube 直播 

3. 元福栽培「系列四」信仰進深課程：羅馬書 

日期：5 月 5 日、12 日、19 日、26 日(逢周四)共四堂 

時間：晚上 7:30-9:30 

講師：周兆真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院長) 

內容：新約-羅馬書 

費用：疫情原因不收課程按金 

截止日期：5 月 4 日(三) 

報名方法：請填寫 Google 表格  https://forms.gle/3ipm33LtUiuXThmr5   

*以實體 / Youtube 形式進行上課，但會因應疫情可能作出修改。 

講員簡介 : 周兆真博士 

瑞典烏布撒拉大學( Uppsala University ) 神學博士，主修新約。基督教信義會資深牧師，

牧會經驗豐富，並著書叢多。現任信義宗神學院院長至本年九月。 

4.  「2021年4月1日 - 2022年3月31日全年奉獻金額統計表」已可於網上查核，會友可透過以下

連結核對。https://aogylgc.blogspot.com/2021/02/function-showhintstrvar-xmlhttp-

if.html 

查核方法： 

（一）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請輸入所有英文字母及數字，無須輸入括號。 

例如你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是 A123456(7)，則輸入A1234567 

（二）為保障私隱，離開前請謹記關閉瀏覽器。 

教友如需要「報稅奉獻收據」，必須在Google表格內填寫個人資料登記，本會會根據上述

資料在5月30日前發出全年奉獻收據，並將會放在「信徒號碼抽屜」內，以供自行索取。(大

禮堂E出口) 

Google表格網址：https://forms.gle/o4CuDg7xf11H7zgi9 

截止申請奉獻收據日期：5月15日 

【所有發出之收據將不獲重發，如在 5 月 15 日之後才申請報稅奉獻收據必須繳交

50 元行政費，敬請留意】 

 

https://aogylgc.blogspot.com/2021/02/function-showhintstrvar-xmlhttp-if.html
https://aogylgc.blogspot.com/2021/02/function-showhintstrvar-xmlhttp-if.html
https://forms.gle/o4CuDg7xf11H7zgi9


 

 

 

歌詞： 

【歡欣】[粵語]詩集：讚之歌 2，9 

 

歡欣，心裡感謝神；歌唱，歸於聖父； 

讚頌，你賜下慈愛獨生的愛子。（x2） 

 

今天，心中剛強無懼怕，主的豐盛滿一生， 

皆因主手曾為我顯深恩。讚美！ 

 

[ Give Thanks ]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x2)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s.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殿】 

詩集：玻璃海 01，3 

曲、詞：方文聰 

 

主，你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 

主，你是尊貴，你是可畏，是我的高臺。 

 

主，你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 

主，你是拯救，你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抬頭吧，別再被勞役， 

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 

從壓制裡，獲釋放你國要彰顯。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聖， 

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你面， 

我要不惜一切，順服你訓示， 

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