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靈裡互勉 共建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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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 - 3節》  
─────────────────────────────────────────────── 

 

 

 

 

 

 

 

 

 

 

 

 

 

 

 

 

 

  

溫馨提示： 
 請準時安靜入座，關掉響鬧裝置，預備心靈誠實敬拜神。 

 請盡量使用較前及靠中間座位，更專注地親近主。 

 身體不適或長者，可不須隨眾站立。 

 若崇拜進行而正在祈禱，請在禮堂後方安靜，等候司事引領入座。 
 為尊重神及有美好的見證，敬請在整個崇拜完成後才離開。 

週六家庭崇拜 2021 年 7 月 31 日 

  主日崇拜 2021 年 8 月 1 日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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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家庭崇拜程序 

日期：2021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歌敬拜 ----------------------------------------- 主席：甘家勇牧師 

祈禱 ----------------------------------------------------------- 主席 

講道 ------------------------ 重重考驗 ------------------ 吳湘薇傳道 

列王紀上 17:1-24 

奉獻 ----------------------------------------------------------- 眾坐 

報告 ---------------------------------------------------- 甘家勇牧師 

彼此祝福 ---------------------- 相知 -------------------- 甘家勇牧師 

懇求上帝祝福你，盼主的愛常在你裏頭， 

雖疲累也替你代求，你我的好戰友。 

明白我困乏，體恤我軟弱，與你分憂，從沒有怨尤， 

同踏上窄路走到盡頭，與你一起奮鬥。 

 

～ 分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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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宣告】(詩集：我是泥土，3) 

耶穌，耶穌，天下萬有都宣告， 

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聖哉。 

 

你是神，萬有的主宰，除你以外，別無救贖， 

你是王，榮耀的君王，和撒那歸於至高處。 

 
【主愛永難忘】(詩集：現代詩歌選集，84) 

主的愛無盡多，我一生都有。 
名和利並爭鬥，願望能決意拋棄， 

在我主家內，共同作肢體，朋友間願相愛永無愁。 
唯願大家肩並肩，手挽手不退後， 
同互勉要奮鬥，用愛心寬恕。 

效法主相敬重，勤勞作主工，靈內共長進樂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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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1 年 8 月 1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歷代志上 16:25 ----------- 主席：甘家勇牧師 

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 

祂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 

詩歌敬拜 ---------------------------------------------------------------- 李鄧天恩姊妹 

祈禱 ------------------------------------------------------------------------------------ 主席 

讀經 ------------------------------ 列王紀上17:1-24 ------------------------------ 主席 

講道 ----------------------------------- 重重考驗 ------------------------- 吳湘薇傳道 

回應詩歌 ------------------------- 一顆謙卑的心 -------------------------------- 眾立 

奉獻 ------------------------------------------------------------------------------------ 眾坐 

聖餐 -------------------------------------------------------------------------- 甘家勇牧師 

暑期聖經班啟動禮 ---------------------------------------------------------------- 眾坐 

家事報告 ------------------------------------------------------------------- 甘家勇牧師 

讚美詩 -------------------------- 生命聖詩第535首 ----------------------------- 眾立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讚美天父愛世慈仁，讚美耶穌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牧禱及祝福 ---------------------------------------------------------------- 甘家勇牧師 

～默禱‧散會～   

兒童主日學家長崇拜後請到以下地點接回子女： 

小學級：六樓課室  幼稚級：五樓課室 



~ 5 ~ 
 

 

詩歌敬拜 

【除祢以外】（曲：Robert Gay  譯詞：方林偉） 
萬籟頌讚歡唱，傳揚神名字，耶穌基督今坐在高天， 

萬藾頌讚歌唱，傳揚神名字，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一切。 
除祢以外，找不到可配頌讚；除祢以外，找不到他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人，只因祢是崇高， 

君尊配受崇拜，歡欣國度榮耀全屬祢。 

【有神同往】（版權：建道神學院  曲／詞：龔振江） 

為什麼祢竟親近我？在昏暗盡頭觸摸我。 

生命困苦，心靈乾渴，是祢膀臂仍然在掌舵。 
為什麼祢竟選擇我？願擺上性命來改寫我。 
天地之間，有祢成為幫助，興起我，有力再高歌。 

＊也許天色未應許常藍，挫折也不短暫， 

但路上有神同往，未怕失意孤單。 
我知主恩定天天伴隨，教我再不憂慮， 

踏著步與神同往，像鷹展翅今奔往窄路去。 
（願盡力與神同往，在一生裡委身，不往後退。） 

月詩：【連於祢】（版權：玻璃海樂團  曲、詞：方文聰）  
要常在祢裡面 要常在祢裡面 

凡有耳可聽 便應當承認 
祢常在我裡面 我要常在祢裡面 
凡有耳可聽 便快快的聽 

離不了祢 我是枝子 祢是葡萄樹 
連於祢 在祢恩手那有難成事 
願祢修剪 我頑逆的枝節  清洗我 最深的不潔 

清洗我潔淨我 祢愛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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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詩：【賜我新歌】 (曲：Robert Wright 譯詞：劉永生) 
1. 要告訴各方各界，人類獲賜光明， 

心中枷鎖釋放，原罪已清洗。 

今高歌真心見證，盼望屬天得勝， 

願侍立又願跪下，願聽救主的美聲。 

2. 賜我美妙和諧曲調，願賜我美妙的讚歌， 

盼世上都唱讚歌，全宇宙共鳴頌讚。 

讚美，我要唱頌讚，人人同唱， 

啊！人人同願，齊頌歌讚美， 

願頌讚，我願日日常頌讚。 

3. 來傳揚救主答應，時常願意幫扶， 

憂傷苦痛得照顧，我由絕處得生。 

手舉起口中已說，也未盡顯心意； 

願靜默又願靜候，願唱救主的美歌。 

(重唱 2) 

共讚頌耶穌，到永遠。 

回應詩：【一顆謙卑的心】（版權：611靈糧堂  曲、詞：張敬雅） 

求祢給我一顆謙卑的心，給我一顆受教的靈， 
好讓我能走在祢的旨意裡，如同耶穌的生命。 

幫助我更多的禱告，幫助我更深的倚靠， 

單單相信祢，深深敬畏祢，一生要跟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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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重重考驗              講員：吳湘薇傳道 
經文：列王紀上 17:1-24 

神透過信息，提醒我需要改變的有： 

 
 
我向神感謝的有： 

 
 
我向神祈禱的有： 
 

  

17:1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亞對亞哈說：「我指著所事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
，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17:2 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說： 
17:3 「你離開這裏往東去，藏在約旦河東邊的基立溪旁。 
17:4 你要喝那溪裏的水，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裏供養你。」 
17:5 於是以利亞照著耶和華的話，去住在約旦河東的基立溪旁。 
17:6 烏鴉早晚給他叼餅和肉來，他也喝那溪裏的水。 
17:7 過了些日子，溪水就乾了，因為雨沒有下在地上。 
17:8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  
17:9 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裏；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17:10 以利亞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門，見有一個寡婦在那裏撿柴，以利亞呼叫她說：

「求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 
17:11 她去取水的時候，以利亞又呼叫她說：「也求你拿點餅來給我！」 
17:12 她說：「我指著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誓，我沒有餅，罈內只有一把麵，瓶裏只有一

點油；我現在找兩根柴，回家要為我和我兒子作餅；我們喫了，死就死罷！」 
17:13 以利亞對她說：「不要懼怕！可以照你所說的去作罷！只要先為我作一個小餅拿來給

我，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作餅。 
17:14 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裏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

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17:15 婦人就照以利亞的話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並以利亞，喫了許多日子。 
17:16 罈內的麵果不減少，瓶裏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 
17:17 這事以後，作那家主母的婦人，她兒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無氣息。  
17:18 婦人對以利亞說：「神人哪，我與你何干？你竟到我這裏來，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

我的兒子死呢？」 
17:19 以利亞對她說：「把你兒子交給我。」以利亞就從婦人懷中將孩子接過來，抱到他所

住的樓中，放在自己的床上， 
17:20 就求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我的神啊，我寄居在這寡婦的家裏，你就降禍與她，使

她的兒子死了麼？」 
17:21 以利亞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使這孩子的

靈魂仍入他的身體！」 
17:22 耶和華應允以利亞的話，孩子的靈魂仍入他的身體，他就活了。 
17:23 以利亞將孩子從樓上抱下來，進屋子交給他母親，說：「看哪，你的兒子活了！」 
17:24 婦人對以利亞說：「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華藉你口所說的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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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詩篇 127篇 (所羅門朝聖，上行之詩) 

1 如果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勞苦； 

如果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 

2 你們清早起來，很晚才歇息，吃勞碌得來的飯，都是徒然； 

因為主必使他所愛的安睡。 

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腹中的胎兒是他的賞賜。 

4 年輕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5 箭袋裝滿了箭的人是有福的，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1. 求賜智慧的禱告 

親愛的父神，「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九 10） 

感謝祢，讓我們藉着主耶穌，來向祢祈求。求祢幫助我們學習先求祢的國和祢的義，

又將智慧的心和判斷的靈，賜給我們，讓我們明白祢的旨意，並且堅心決意完全順

服去實行，樂意事奉，常常禱告，心存感恩，榮耀父神。 

 

2. 為兒童及青少年禱告 

親愛的父神，求祢護衞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新一代，賜下智慧，幫助他們辨別仇敵

的詭計和錯謬的價值觀，賜給他們勝過世界的信心，靠着耶穌的寶血和祢的話語抵

擋各樣迷惑、引誘和試探，並能得勝到底。 

求祢使用教會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主日學、SUN、AWANA、小組、團契，兒童暑

期聖經班及 G-Power 營會等，賜福給參加者，常有剛強、仁愛、謹守的心，面對學

習和生活的各種挑戰。特別在新學年升學上，求主帶領他們適應陌生的環境，有信

心克服各種轉變，讓他們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們的心，都與日俱增。 

 

3. 為患病及生活困乏者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施恩予患病及生活困乏的肢體，又與他們的家人同行，親自用祢

的話撫慰他們，剛強他們的心，賜給他們出人意外的平安，又用神蹟大能醫治保守

他們的身心靈，印證祢與他們同在。 

 

4. 為國家城市禱告 

親愛的天父，求祢幫助我們明白我們是被祢所揀選的族類，求祢的聖潔充滿我們。

更求祢的國降臨在我們身處的城巿，讓祢的話、祢的愛和能力充滿這地，救我們脫

離黑暗的勢力與仇敵的轄制，轉化這地，讓更多人歸向祢，在困境中倚靠祢得恩典

與平安。 

 

5. 為暑期聚會及學校裝修禱告 

親愛的父神，我們在你所賜下的殿中向你祈求。求祢帶領暑期間校舍的裝修工程，

保護在學校和教會的眾人出入平安。又使用一磚一瓦，每項建設和工程，成為合乎

主用的器具。保守教會在暑期間的各項聚會順利舉行，願你的慈愛和信實不離開這

殿，繼續引領謙卑俯聽尋求祢的人，坦然無懼來到祢施恩寶座，得憐恤、蒙恩惠，

得幫助。願主垂聽我們心誠意實的禱求！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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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2021年夏季 

8月份輔讀資料:《列王紀上》15-22章 

【上帝手中的成與敗】 
A. 本書的重要性： 

1. 《列王紀上下》，原屬一卷書。書中所記載的不僅是史實，且從屬靈的角度來分析每

一位王的政績，王之好壞端視其對真神的態度如何。 

2. 猶太人從來沒有懷疑過本書在猶太正典中的地位。眾信本書的作者為先知耶利米，故

猶太人將本書列入猶太正典中的「前先知書」之一。人們若欲知曉以色列歷史，如何

由統一而分裂，如何由分裂而滅亡，不能不讀本書。 

3. 再者，本書中穿插了幾位先知的事蹟，特別是先知以利亞和以利沙，他們在以色列歷

史中扮演了不可磨滅的角色。無論從世俗的君主政治或從屬靈的神權政治來看，本書

在聖經中據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B. 本書的特點： 

1. 大約有一半篇幅用來記載所羅門王的事蹟，他預表耶穌基督，是神所喜愛的(太 3:17)；

神給所羅門賜名耶底底亞(撒下 12:25)，字義「神所喜愛的」。 

2. 所羅門王建造聖殿的記事一共用了四章(王上5至8章)，可見本書的作者相當重視這件

事。聖殿所在，乃是以色列人的中心。 

3. 本書雖記載王國的歷史，卻很重視先知的事蹟，單是先知以利亞，也用了四章以上

(王上17至王下2章)。先知是神的僕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 

4. 本書忠實記載所羅門王的成功與失敗，也忠實記載先知以利亞的剛強與軟弱。他們兩

位都是神所重用的人，但也都有缺點。 

5. 本書相當重視「大衛之約」，屢次提到神對大衛的「應許」(8:20~25)和「因大衛的緣

故」(11:12；15:4)。 

6. 本書也強調在王國的發展中，預言與應驗的關係。至少有11次提到過去的預言在後來

得到應驗(撒下 7:13；王上 8:20；11:29~39；12:15；13章；王下 23:16~18)。 
 

*建議不要速讀，每天順次序閱讀下面的經文，把閱讀感想寫在一本筆記簿上 

【列王紀上15-22章分段閱讀大綱】 

15: 1 -15 亞比央與亞撒 19:15-21 尚有七千 

15:16-34 亞撒與巴沙 20: 1 -15 再一次的機會 

16: 1 -20 殺人者 20:16-34 山神 

16:21 -34 更甚 20:35-43 縱敵 

17: 1 -16 絕處逢生 21: 1 -16 貪財 

17:17-24 死人復活 21:17-29 後悔莫及 

18: 1 -15 密室 22: 1 -12 眾人的話 

18:16-40 迦密山之役 22:13-28 神的話 

18:41-46 一小片雲 22:29-40 亞哈的結局 

19: 1 - 8 疲倦的身心 22:41-53 約沙法與亞哈謝 

19: 9-14 只剩一個   
資料來源：《新舊約輔讀》 

ccbiblestudy.net/ind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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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2021 年 8 月份月詩：【連於你】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你會怎樣形容此刻自己與主的距離？是緊密？是疏離？還是渴想再多親

近？ 

 

當我們想與人親近，會有很多方法；我們會互相陪伴、傾訴、分享、用行

動服侍，想盡一切方法了解和取悅對方。與主親近亦然，而事奉主絕對是

其中一種親近主的方式。然而事奉不單是指某個特定崗位，更是我們與主

的關係。 

 

本月我們會藉詩歌【連於你】（版權：玻璃海樂團，曲／詞：方文聰）來

思想本月分題：靠神的服事。詩歌歌詞結合了約翰福音 15:1-5 的內容，

帶領我們不斷省察自己與神的關係。這是一首節奏較慢，需要空間的詩

歌；這正正是一般都市人較缺乏的。歌詞首句「要常在你裡面，我要常在

你裡面」就像一個禱告，道出詩人認識主耶穌基督的吩咐，並渴求與主建

立更親密的關係。另一方面，詩人清楚知道自己總有軟弱甚至頑逆的時

候，需要被主修剪。他明白被主修剪和潔淨的重要，渴望為主結更多美好

的果子。 

 

今天我們是倚靠自己的智慧、能力、經驗、環境和其他我們自恃的東西來

事奉，還是倚靠主來事奉呢？我們明白「聽命勝於獻祭」的意思嗎？跟隨

基督是關乎生命的決定，作為跟隨主的門徒，我們需要常常活在主內，與

主結連，體貼主的心意，並持守於主道中，跟隨祂，倚靠祂。 

 

此刻的你渴望與主耶穌基督建立緊密的關係，並倚靠祂來服事嗎？ 

 

李婷婷傳道 

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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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2021 年 8 月份牧者分享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最近入醫院做身體檢查，可以活動的空間只能在二尺半的床上，床放在走

廊，有時被經過的病床推出推入又會碰到。醫生吩咐做完檢查後必須平躺六

小時；不能下床。雖然週遭滿是聲音，不時佰生人在床邊走過，在我心中，

形容這兩天是另類的退修。因為我抽離了平日的人和事，可以獨自與主有很

多對話的機會，分享當下自己真實的感受，聆聽祂的感動。 

 

在環境的限制下，能夠不受限制就是内在的心靈。平時日程表是填得滿滿，

當感到需要安靜退修；也許覺得重要，但感到難……因為要找安靜的退修場

所，要訂房間……我們往往花了很多心思在這事情方面的安排。卻是容易忘

記退修是為了「放下」，專心注視在主耶穌身上，聆聽衪跟我們說話。如

此，那怕只有兩個小時在附近的公園散散步，跟著主耶穌談談心；在家中安

静默想一段經文，與主一起對話；又或者印一個填色的聖經故事圖，邊著色

邊與主耶穌傾吐心事。過程中，也必會發現自己在掙扎放下手中腦中抓緊的

事，另必發現主耶穌在其中陪伴。上個月，有機會跟幾位姊妹靜靜地填色，

各人分享主耶穌給了她們不同領受，心靈在靜中得力，是很真實的，只是用

了兩個小時，所經歷的祝福帶進未來的日子扎掙中，並不是單單停留在安舒

的一刻。主耶穌天天服侍眾人，忙得飯也無閒吃，但他總是與天父有獨處相

交的時刻，我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 

 

上主日證道提到一個故事很有意思：當一位弟兄來找智慧的老修院院長，向

他請教，院長對他說：「回去，坐在你的房間裡，你的房間會教導你所有的

事。」 

 

主耶穌教導我們：你禱告的時候，要進入內室，關上門，向那在隱祕中的父

禱告；你父在隱祕中察看，必將賞賜你。（太六 6）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 

 

秦牧師 

01.08.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