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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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愛 建神家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
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章 34-35節》  
───────────────────────────────────────────────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週六家庭崇拜 2022 年 1 月 15 日 

  主日崇拜 2022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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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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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家庭崇拜程序(Zoom) 

日期：2022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歌敬拜 ------------------------------ 主席：區嚴潔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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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 -------------------- 天助我也？ ------------- 李婷婷傳道 

歷代志上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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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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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2 年 1 月 16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詩篇 138:1-2 ---------- 主席：區嚴潔麗姊妹 
我要一心稱謝祢，在諸神面前歌頌祢。 

我要向祢的聖殿下拜，為祢的慈愛和誠實稱讚祢的名； 
因祢使祢的話顯為大，過於祢所應許的！ 

詩歌敬拜 ---------------------------------------------------------------- 區嚴潔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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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 歷代志上11:1-9 ------------------------------- 主席 

講道 ---------------------------------- 天助我也？ ----------------------- 李婷婷傳道 

回應詩歌 ------------------------------ 認定祢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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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報告 ------------------------------------------------------------------- 李婷婷傳道 

彼此祝福 ---------------------------- 願您平安 ------------------------- 李婷婷傳道 
願主看顧您，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我的主真的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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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婷婷傳道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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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祢是得勝的神】 
是我主雙手作出創造，藉我主仇敵終必倒退， 
靠著我主跨出信心腳步，神是祢。 
神啊必得勝眾敵人。神啊滿是榮耀。 
權柄都掌管於祢手裡，神滿有權能，皆因永活主。 

月詩：【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版權：宣道出版社，生命聖詩106) 

1.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救贖釋放以色列民； 
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2. 耶西之杖，懇求降臨，撒但手中釋放子民； 
地獄深處，拯救子民，使眾得勝死亡之墳。 

3. 清晨日光，懇求降臨，藉主降臨歡慰眾心； 
衝破長夜幽暗陰沈，帶來光明驅散黑雲。 

4. 大衛之鑰，懇求降臨，為我眾人大開天門； 
鋪平我眾登天路程，關閉人間痛苦路徑。 

副歌：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你是配得高舉敬拜】 
(詩集：Milk&Honey Worship  曲：曾祥怡 Grace  粵詞：關道恒 Danny) 

來到天父寶座前，頌讚榮美永活恩主， 
來到天父寶座前，神配高舉敬拜。 

你配稱讚，稱讚，配受萬族同慶賀， 
你配稱讚，稱讚，當歡呼敬拜， 
聖潔尊貴，歸你，要仰望在榮光中， 
聖潔尊貴，歸你，全地每顆心也歸你。 

要高舉歡呼，萬族都歸你，都歸於我主， 
要歡欣舉手，萬物皆俯拜，主國度來臨。 

但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你，都歸於你； 
願尊貴、頌讚和權能，都歸於你，都歸於你； 
主耶穌，永活真神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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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同往】[粵語]  
(版權：建道神學院新你呈敬拜隊  曲、詞：龔振江) 

為什麼？你竟親近我？在昏暗盡頭觸摸我。 
生命困苦，心靈乾渴，是你膀臂仍然在掌舵。 

為什麼？你竟選擇我？願擺上性命來改寫我。 
天地之間，有你成為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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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祢】 (版權：讚美之泉  曲、詞：徐嘉絃) 

我要專心仰賴祢，不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所行的事都要認定祢。 
我要專心跟隨祢，不倚靠自己的能力， 
在所行的路，祢必指引。 

將祢的話語繫在頸項上，刻在心版上。 
主啊，我站立敬畏祢； 
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近祢心意； 
獻上一切，主啊，我尊榮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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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天助我也？ 講員：李婷婷傳道 
經文：歷代志上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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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以色列眾人聚集到希伯崙見大衛，說：「我們原是你的
骨肉。 

11:2 從前掃羅作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
華－你的神也曾應許你說：『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
作以色列的君。』」 

11:3 於是以色列的長老都來到希伯崙見大衛王。大衛在希伯
崙耶和華面前與他們立約，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
，是照耶和華藉撒母耳所說的話。 

11:4 大衛和以色列眾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時耶
布斯人住在那裏。 

11:5 耶布斯人對大衛說：「你決不能進這地方。」然而大衛
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 

11:6 大衛說：「誰先攻打耶布斯人，必作首領元帥。」洗魯
雅的兒子約押先上去，就作了元帥。 

11:7 大衛住在保障裏，所以那保障叫作大衛城。 
11:8 大衛又從米羅起，四圍建築城牆，其餘的是約押修理。 
11:9 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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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為上主所愛和創造的世界禱告 
 
全能的主，宇宙的創造者，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上主。 
 
上主，為祢所創造的一切， 
我們感謝讚美祢！ 
 
 
我們要感謝上主各樣的恩惠： 
 新鮮的空氣，使我們存活； 
 日用的飲食，滋潤養育我們； 
 陽光、雨露、土壤和收成； 
從祢豐富的恩典， 
 我們都領受了。 
感謝上主， 
 祢創造世界，讓我們居住其中， 
 又使我們體魄強健，頭腦靈活， 
 在生活和工作中恩上加恩， 
 享受生命的豐盛。 
 
上主，為祢所供應的一切， 
我們感謝讚美祢！ 
 
 
願上主臨格在我們中間， 
 使我們更多認識祢創造的奇妙 
 與生命帶來的豐富和責任； 
又讓我們清楚知道怎樣去服侍他人， 
 保育世界， 
 作大地的好管家， 
 人群的好鄰舍。 
 
我們同心獻上感謝與祈求， 
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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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2022年春季 

1月份輔讀資料：《歷代志上》1-21章 

【歷代志上簡介】 

1. 書名：在希伯來文本中，《歷代志上下》，原屬一卷書。後來《七十
士希臘文譯本》，將它分為上下兩卷書，並取名《事件補遺卷一、卷

二》，原意補充《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下》所未提及的事。

教父耶柔米(主後 400 年)是第一位用希臘文《編年史》或譯《歷代志》
來稱呼這兩卷書，其後的拉丁文、希伯來文、英文等文本均採用這個

稱呼，中文《和合本》即依主後 1517 年出版的希伯來文聖經命名。 

2. 作者：猶太人傳統和聖經學者一致同意《歷代志上下》是文士以斯拉
所寫的，理由如下：(1)它的文辭、體裁、句法都和《以斯拉記》相似；

(2)《歷代志下》的最後幾節幾乎和《以斯拉記》的最前幾節完全相同；

(3)它是在被擄歸回以後寫的(參代上九 1~2)，以斯拉就是那時代的人；
(4)文士以斯拉深諳祭司、聖殿、事奉等條例，難怪《歷代志上下》對

這些事的記載特別詳盡。 

3. 寫作時地：《歷代志上》的內容時間從始祖亞當記起，一直到大衛王
死時，亦即主前大約 973 年為止。至於本書的寫作時間，當推文士以

斯拉在世時的年日，成書時間大約在主前 440 年或更晚。而寫作地點

極可能就在耶路撒冷。 
來源: https://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3%201Chro/13CT00.htm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歷代志上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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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上1-21章分段閱讀大綱】 

1:1-10:14 作領袖的鑒戒 17:1 - 15 請求建殿 
11:1 - 9 漫談屬靈領袖 17:16-27 基於應許的禱告 
11:10-47 勇士的質素 18:1 - 17 戰無不勝的秘訣 
12:1-40 知所追隨 19:1 - 19 與亞捫人爭戰 
13:1-14 轉喜為悲 20:1 - 8 顯赫的戰蹟 
14:1-17 誰是真神？ 21:1 - 17 落在神手中 
15:1-16:3 再迎約櫃 21:18-31 災難的結束 
16:4-43 大衛的讚歌   

資料來源：《新舊約輔讀》 
https://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3%201Chro/13G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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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份月詩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2022 年一月至三月經文主題是：王冠的重量 ( 歷代志上下） 

一月分題：神啊！願祢建立（表達大衛王國由上帝命定而立）  

一月份月詩是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的意思。 

雖然大衞不是以色列民的第一個君王，但大衛王由  神命定而立是不容置疑

的。 

以色列民第一位王「掃羅」是以色列民要求撒母耳選立的，照聖經所說，以

色列民也知道要求立王一事，是耶和華不喜悅的惡事，但   神卻吩咐撒母耳

照百姓所要求去做，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神施恩體貼人的軟弱，允許以色列

民所求。而撒母耳為這件事也曾勸勉以色列民，不必害怕，日後只要一心事

奉耶和華，不可偏離不跟隨耶和華便可，但若他們繼續行惡，他們和他們選

的王就必一同滅亡(撒上 12:19-25)。「聽命勝於獻祭」可惜掃羅卻沒有遵守

聽從耶和華的命令，憑己意獻祭，去求問交鬼的婦人，也不求問耶和華，結

果耶和華離他而去，掃羅因而失卻了王位及生命，耶和華把國歸給「耶西」

的七子「大衞」。 (歷上 10:13-14)  

當撒母耳到「耶西」家膏立王時～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

和華是看內心。」(撒上 16:7) 

大衞被稱為   神喜悅的人，因大衛凡事忠心聽命求問   神，因此   神常與他同

在。大衞的詩中時常稱謝讚美   神，即使他在患難之中，仍深信   神的慈愛

和能力，必成他的拯救。詩篇中也有提及大衛認罪的詩，當他犯錯時仍會曉

得回到   神的跟前求原諒，因大衞看重與   神的關係，明白到離了   神，他什

麼都不能作，   神才是他唯一救贖保障。聖經記載：掃羅仍作王的時候追殺

大衞，大衞本來有機會可以殺了掃羅，但大衞卻不敢伸手害他，因掃羅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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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的受膏者。(撒上 24:6）由此可見大衞對   神敬畏的心，比起他的生命更

為重要。正因為大衞對   神的心，得到   神喜悅與他的同在，成為   神命定被

揀選的受膏君王。「大衞日見強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歷上

11:9)  

神與大衞立約，賜下權柄與能力的鑰匙，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歷上 17:11)。  

神應許大衛和以色列的彌賽亞 (耶穌基督)，將來必出自大衛的家族和猶大支

派，這位受膏君王將建立一個永存的國度。「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

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關，無人能開。」(以賽亞書 22:22 )  

馬太福音 1:17 記載～ 亞伯拉罕  -〉大衞 (14 代） -〉巴比倫時代 (14 代）-〉

耶穌基督出生(14 代） 

「看啊，那處女要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馬太福音 1:23

上） 

「耶穌基督」是大衛王的後裔(馬太福音 1:16)，從生命意義和靈性意義上，

指出舊約預言(耶穌基督)是  神應許的彌賽亞，是建立永存國度的大君王。 

神更明確指出「耶穌基督」是祂獨生兒子，除他以外，別無拯救。(使徒行

傳 4:12) 

「耶穌基督」的降生，不單成為以色列民的拯救，也成為萬國萬民的拯救，

因祂是萬王之王，萬君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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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20） 

「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是何等寶貴的應許。感謝讚美主！ 

區嚴潔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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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份牧者分享 

回顧．感恩 2021  

領受新崗位呼召 

年初時，主奇妙帶領，收到往豐盛堂事奉的邀請。過程中滿
有主的保守和印證，成為鞍盛堂和母堂豐盛堂的互相祝福，
實在要感謝天父！ 

 

三叔決志信主 

早些年，我和太太在與她伯父和三叔相處的生活中撒下福音
種子。感恩伯父較早信主，已受洗安息主懷。今年三叔身體
轉弱，住在院舍，神也開路，讓他終於開口接受耶穌作救
主，讚美天父！ 

 

與家庭同行 

過去一年，同工和執事們更清晰看到，我們的事奉焦點是要
建立家庭！傳道同工除了與不同的家庭同行守望鼓勵之外，
我們的校園和兒童事工也著意加強家長的參與。求主堅立我
們！ 

 

禮堂煥然一新 

去年學校申請禮堂設置新影音和燈光，獲教育局批核。轉眼
工程大都已完成，使禮堂煥然一新，讓真心誠意的禱告、敬
拜和讚美的聲音，更能打動人的心靈，叫天父喜悅。哈利路
亞讚美祂！ 

 

陳永輝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