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心提示
1樓範圍請勿飲食


聚會期間，為他人著想，  

請將你的手提電話轉至靜音



看見復興

我們是你的百姓


主你是我們的神


用讚美打開城門


來預備你救恩的道路



看見復興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


讓讚美的聲音不停息


如同大水淹沒仇敵



看見復興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


讓禱告的聲音不歇息


直到我們看見復興



靠著耶穌得勝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


「軟弱己得改變！」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你是王！」  

在你愛裡我要宣告


我不必罪中打轉


是你帶領著我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終此生要靠著主愛去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不必驚怕挫敗

確知主恩更廣闊


是你帶領著我得勝！



奔跑不放棄

每個狂風暴雨裡　祢同在在那裡


每個難處低谷裡　祢恩典在那裡


每個傷心失望裡　祢愛我愛到底


在祢愛的光中　我得著能力



奔跑不放棄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榮耀高舉祢的名　我跟隨不懷疑


我愛祢　用盡我全心全意全力


在這愛的路程裡　我奔跑不放棄



奔跑不放棄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至暫至輕的苦楚要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勇敢走出去

主你要往哪裡走


我就跟你走


領我走到世界盡頭


一生不再回頭



勇敢走出去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


我們的禱告


讓復興從我們開始


將主愛帶到人群中



勇敢走出去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你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時常軟弱，有時會迷惑


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勇敢走出去

縱然有許多的問題


我也不放棄


你大能賜給我勇氣


我會勇敢走出去



恩群福音堂主日崇拜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以賽亞書 43:18-19


恩群核心價值



恩群核心價值

1. 我願意投身教會異象


2. 我會參與完成教會目標


3. 我會投資時間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1）我願意投身教會異象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看哪，我要做一

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以賽亞書 43:18-19



我們的使命：
帶領群眾成為熱心追隨主
耶穌嘅門徒，聚集成為火
熱愛主的勇敢走出去將愛
和福音帶到社區嘅教會



建立合而為一的教會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
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
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
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2-3



建立合而為一的教會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
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
一信、一洗、一　神、就是眾人的
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以弗所書 4:2-6



像初期教會一樣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
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信的人都在一
處、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使徒行傳 2:42-45



像初期教會一樣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
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
用飯、 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使徒行傳 2:46-47



成為大國的祝福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

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

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世記 12:1-3



婚姻的祝福
得著賢妻的、是得著好處、

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


箴言 18:22



後裔繁多的祝福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

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

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創世記 22:17-18



得著豐盛的應許
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他的
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

哥林多前書 2:9



勇敢走出去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

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

實所傳的道。阿們。


馬可福音 16:20



挪亞方舟退修



憑信心領受應許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
不知往那裏去。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
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
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
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希伯來書 11:8-10



於是，我地真係勇敢走出去



求天父賜福
求你從天上、你的聖所垂看，賜
福給你的百姓以色列與你所賜給
我們的地，就是你向我們列祖起
誓賜我們流奶與蜜之地。

申命記 26:15



當時彷彿神向我們顯現
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
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
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
和華築了一座壇。

創世記 12:7



賜我這地
將我們領進這地方，把這

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


申命記 26:9



只要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
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
永遠為業，因為你專心跟從
耶和華－我的神。』

約書亞記 14:9



更進取的傳福音策略
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說、有一個撒種
的出去撒種．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
鳥來吃盡了。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
不深、發苗最快． 日頭出來一晒、因為沒有
根、就枯乾了。 有落在荊棘裏的．荊棘長起
來、把他擠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結
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馬太福音 13:3-8



2）我會參與完成教會目標
從今以後，我地會有策略

一、二月 贏取

三月 鞏固

四月、五月 訓練

六月 差傳



2）我會參與完成教會目標
從今以後，我地會有策略

七、八月 贏取

九月 鞏固

十月、十一月 訓練

十二月 差傳



G12 四個成功的階梯

贏取

鞏固

門訓

差傳



2015年12月 


全城同慶 
報佳音



2016年1月 參觀葵涌消防局



2016年2月 參觀香港飛行總會？



其他活動



3）我會投資時間完成耶穌的大使命
到葵芳行軍禱告，宣告領取應許之地


裝備自己一同爭戰


建立屬靈嘅習慣


開始贏取身邊親朋好友


幫忙聯絡學校借地方


奉獻支持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有敬拜的聲音發出


從最高的山到海洋深處


神的兒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們神要做新事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舊的事都已經過去


在基督裡一切都要更新


新的眼界 新的異象


新的故事 新的方向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天要敞開恩膏傾倒下來


神國度的榮耀彰顯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


榮耀的主我願祢來


聖靈引領看見新的異象


祢要做新的事在我們中間



三條問題

對於恩群新的異象，新的
方向，你有咩睇法呢？

你願意投身教會異象嗎？

你會點樣投入呢？



三條問題

你會參與完成教會目標嗎？

二十年建12個分堂，你會如
何參與呢？

你覺得除咗葵芳之外，仲有
邊區適合植堂呢？



三條問題
聖經話：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19-20


你會投資時間完成耶穌的大使命嗎？


你會投資幾多時間呢？


你會點樣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