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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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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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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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週六家庭崇拜 2022 年 5 月 14 日 

  主日崇拜 2022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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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家庭崇拜程序 

日期：2022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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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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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 -------------- 道在人間，活水與天糧    ------ 甘家勇牧師 

約翰福音 6: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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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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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祝福 ---------------- 願您平安 -------------- 甘家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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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組 ～  

 

Awana 家長請留意分組後到各營導師指定地點接回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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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耶穌我恩主】 

(版權：共享詩歌  曲：意大利民歌  詞：西伯) 

1. 主啊祢是神，遠勝一切別神。萬有的主宰，是我生命源頭。 

本居於高處，卻降生這世上，與世人分享真愛與真理。 

2. 主啊祢聖名，配得稱讚頌揚。是我生命力量，是我的保障。 

盡管翻風雨，我的心也安穩，祢是浮生的方向與指引。 

副歌：皆因主厚愛，今天充滿我，扭轉醜與惡，明亮我心！ 

   極力地讚美，耶穌我恩主！一生也精彩，只因有祢。 

 
 

【生命活水充滿我】 

(版權：恢復粵語詩歌敬拜文化運動  原曲詞：曾祥怡  粵詞：甄燕鳴) 

安躺你懷內，心貼近父神， 

施恩拯救奇妙音韻，全面環繞牽引。 

唯你當初創造宇宙，唯你永遠彰顯榮耀， 

聖潔光輝來釋放，劃破黑暗，晨光照。 

更新我，清洗我，主賜活水，施恩寶座面前，創傷中重生， 

更新我，清洗我，主賜活水，湧於心窩裡面，豐足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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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2 年 5 月 15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詩篇 113:1-3 ---------- 主席：區嚴潔麗姊妹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耶和華的僕人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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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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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 約翰福音6:22-35 ------------------------------ 主席 

講道 ------------------------- 道在人間，活水與天糧 --------------- 甘家勇牧師 

回應詩歌 ---------------------- 天糧、活水、真光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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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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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祝福 ---------------------------- 願您平安 ------------------------- 甘家勇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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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家勇牧師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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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從夜到早】(讚美之泉《日日夜夜》粵譯版) 

(版權：[粵語]詩集：Milk & Honey Worship  曲：曾祥怡  譯詞：三吉) 

耶和華榮耀彰顯世間，獻上敬拜彷如在高天， 

祢是神，是聖父，我們是祢子女，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這一生也當敬拜我主，這一生全為榮耀恩主， 

祢是神，極偉大，祢同在，祢統領，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 

聖哉，聖哉，聖哉，昨日現在永遠， 

榮耀，頌讚，跪拜，愛戴盡屬救主， 

聖哉，聖哉，聖哉，穹蒼屈膝俯拜， 

國度榮耀，權柄都歸與祢。 

從夜到早，未歇獻禱，如若馨香，升於至高， 

從夜到早，未歇獻禱，無盡讚美，不息宣告。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 
(版權：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曲：何威廉  詞：蘇如紅) 

天空降下雨水，愛在灌溉，小花汲取這愛，綻放色彩。 

當失腳遇困苦，祢應許沒變改， 

靈內深深感應到，神大愛深廣似海。 

感恩祢在每刻，賜下厚愛，供給所需一切，令我心喝采。 

祝福我在這生，信心不會變改，懷著謙卑心靈讚頌祢愛。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祝福滿滿傾瀉，緊擁抱我度過寒夜。 

神是我這生供應者，恩光照我荒野， 

許多咒詛，靠著祢可改寫，神應許嗎哪降在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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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蒼生主護庇】People Need The Lord 

(版權：浩聲讚祂詠團  原曲詞：Phill McHugh, Greg Nelson  粵詞：周浩輝) 

1. 盡看蒼生感悲嘆，落泊眼眸愁不散， 

幻化變遷皆空虛，尋覓倍愁煩。 

渡過艱辛忍傷痛，懼怕根深種， 

悲歡交煎哀未平，神願意傾聽。 

2. 十架光輝照普世，盡去歪謬求真諦， 

願獻出共勉努力，傳揚大愛基督救世。 

藉救恩體恤苦困，負困厄同行， 

新生真理要傳播，神大愛分享！ 

蒼生主護庇，去盡苦痛悲，夢斷淡忘既往，前路滿希冀！ 

蒼生主護庇，去盡苦痛悲，但願人人看見，主恩深銘記！ 

回應詩：【天糧、活水、真光】 

1. 人類是否需要水？人類是否需要糧？ 

人類是否需要光？生命之中答案一樣。 

世上食糧不能滿足心中空處，世上水非能解乾渴心靈， 

世上人類兇惡黑暗罪惡不堪，世上沒有真誠博愛，世上沒有光。

主耶穌是天糧，滿足內心空處，主耶穌是活水，永解心靈乾渴。

主耶穌是真光，賜下永恆盼望，主耶穌救世君王！ 

天糧、活水、真光。  

2. 你我工作多繁忙，為了得著水與糧。 

日夜奔波邁步前往，決志在世尋找光芒。 

世上食糧不能滿足心中空處，世上水非能解乾渴心靈， 

世上人類兇惡黑暗罪惡不堪，世上沒有真誠博愛，世上沒有光。 

主耶穌是天糧，滿足內心空處，主耶穌是活水，永解心靈乾渴。

主耶穌是真光，賜下永恆盼望，今接受救世君王！ 

天糧、活水、真光。天糧、活水、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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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道在人間，活水與天糧 講員：甘家勇牧師 
經文：約翰福音6: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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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第二日，站在海那邊的眾人知道那裏沒有別的船，只有一隻小船，又知道耶
穌沒有同他的門徒上船，乃是門徒自己去的。 

6:23 然而，有幾隻小船從提比哩亞來，靠近主祝謝後分餅給人喫的地方。 
6:24 眾人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裏，就上了船，往迦百農去找耶穌。 
6:25 既在海那邊找著了，就對他說：「拉比，是幾時到這裏來的？」 
6:26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蹟，乃

是因喫餅得飽。 
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

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 
6:28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纔算作神的工呢？」 
6:29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 
6:30 他們又說：「你行甚麼神蹟，叫我們看見就信你；你到底作甚麼事呢？ 
6: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如經上寫著說：『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

喫。』」 
6:32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

，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6:33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6:34 他們說：「主啊，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

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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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祈禱教室   

啟示錄 22 章 16-17 節 

「(我—耶穌) 差遣了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的，就是我耶穌。

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聖靈和新娘都說：「來！」

聽見的人也要說：「來！」口渴的人也要來！願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 

#################################################################### 

為自己與上帝的關係禱告 

帶領我們進入光明的主，祢是明亮的晨星，就是在破曉之際，天最黑之時，祢為我們帶來盼望。我們

都活在黑暗的世代，社會變化萬千，天災人禍，充滿罪惡。我們都受私慾迷惑，生活煩擾，常失去方

寸。求祢赦免我們自以為聰明的罪，幫助我們單單仰望祢，靠祢的恩光驅走黑暗，靠祢的恩典清洗污

穢，靠祢的恩領糾正偏差。求聖靈開我們的眼睛，看到祢的美善和美意，認定祢是我們的救主，生命

的主宰，服事的對象，惟一的倚靠。 

為教會禱告 

賜下活水的父神，感謝祢！隨着疫情緩和，我們可重回教會參與實體聚會。求祢藉着崇拜、禱告、主

日學、團契、小組等各項聚會，牧養我們，更新我們，讓我們重新立志，緊緊跟從祢。又求聖靈引導

同工、長執和眾信徒，在新聯會制，新年度事工、新防疫措施中，重新建立的秩序，學習彼此相愛，

堅固信心，常存盼望。我們更不忘，我們都是蒙祢揀選的族類，奉差遣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光明者

的美德  (彼前 2:9)，因此，求祢賜下智慧，保守各項籌劃中的福音事工及社區關懷行動，讓鞍盛家能

在黑暗、苦困的世代，傳揚祢的愛，活出祢的榮光，讓心靈飢渴的人，無論是兒童或成人，家長或社

區人士，都願意來接受生命的水。 

為兒童和青少年禱告 

賜下智慧的父神，感謝祢！隨着疫情緩和，學生再次重返校園。我們特別將陳元喜小學的學生、鞍盛

家的兒童和青少年，都交在祢的手中。求祢以祢的話語引導他們遠離惡事，心中有光明。賜下敬虔的

心和智慧的靈，讓他們能專注和自律，富創意解決問題，有信心面對考試、升學等挑戰。更讓他們遠

離電玩的誘惑，樂於分配時間，透過學習發掘自己的恩賜，在學業上行在祢的心意中。更求祢幫助他

們的父母，常能倚靠祢所賜的愛心、智慧和能力，不只追逐成績和成就，更引導兒女以認識耶穌為至

寶，屬靈生命不斷成長。 

為香港社會禱告 

廣施憐憫的父神，感謝祢！隨着限聚措施的放寛，各類處所和各行各業得以重啟。求祢幫助市民重投

新生活，適應當中的轉變，同建正向滿有主真善美的社會。記念一直謹守崗位的醫護人員，求主保守

他們身心靈健康。求主看顧陸續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減低他們因接種而產生的異常現象。又求主保

守患病人士，能及早得到適切的治療，舒緩心靈的恐懼和身體的痛楚。更求主保守香港新一屆的政府，

能凝聚港人力量，重建信心，共建正直、公平和公義的社會。 

 

同心禱告、交托、仰望，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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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盛堂讀經運動2022年夏季 

5月份輔讀資料：約翰福音9 - 15章 

【約翰福音簡介】 
【寫作背景】根據約二十一 20、24，本書的資料來源與背後作者是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從整卷書看來，作者明顯是一度居於巴勒斯
坦的猶太人，因他對猶太習俗(如七 37-39；十八 28)、巴勒斯坦地理
(一 44、46；五 2；十九 13)，都非常熟悉。此外，作者對耶穌生平的
描述是根據目擊證人的資料(一 14；二 6；十三 26；十九 35；二十一
8、11 等)；書中顯示蒙愛的那門徒和彼得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十三 24；
二十 2；二十一 7、20)。  
 
若參看首三卷福音書，便知跟彼得特別熟識的是西庇太的兩個兒子──
雅各和約翰。在兩者中，雅各很早便為主殉道(徒十二 2)，所以「主所
愛的門徒」、本書的資料來源，以至作者很可能就是使徒約翰。事實
上，教會傳統上認為本書是使徒約翰年老時(主後第一世紀末葉)在以弗
所寫成或批准發表的。 
 
使徒約翰是西庇太的兒子，原為漁夫，後蒙耶穌呼召成了十二門徒之
一(太四 21-22)，與兄弟雅各有同一別號 ── 「雷子」(參可三 17；路
九 49；52-54)，並與彼得、雅各同為耶穌最親信的門徒(可五 37；九
2；十四 33；路二十二 8)。 
 
耶穌升天之後，約翰於早期耶路撒冷的教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參徒
三 1；八 14；加二 9)，後來曾被充軍至拔摩海島（啟一 9）。據教會
的傳說，約翰在所有使徒中活到最老，後在以弗所逝世。 
 
來源: http://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3John/43GT00.htm 
--《靈修版聖經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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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9-15章分段閱讀大綱】 
9:1-34 如今能看見了  12:23-36 十二23～36獻出生命 

9:35-41 屬靈的瞎子 12:37-50 愛神？愛人？ 

10:1-10 羊圈的比喻 13:1-17 服事的行動 

10:1-29 好牧人 13:18-30 出賣耶穌 

10:30-42 父與子原為一 13:31-38 最重要的時刻到了 

11:1-16 禰所愛的人病了 14:1-15 主的安慰與鼓勵 

11:17-46 掌管生命和復活的主 14:16-20 保惠師 

11:47-57 醜惡的勾當 14:21-31 最後的贈言 

12:1-11 貴重的香膏 15:1-17 葡萄樹與枝子 

12:12-22 和平之君 15:18-27 沒有中間路線 
資料來源：《新舊約輔讀》 

http://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3John/43OT00.htm  

http://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3John/43G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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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份月詩 
【蒼生主護庇】 

  【蒼生主護庇】原曲名為【人們需要主】(People Need the Lord)，作者

倪而森（Greg Nelson, 1948 - ）和麥克修（Phil McHugh, 1951- ）曾合作

寫成五十多首詩歌。這首歌的靈感來自兩人一次在餐館的午膳，當時，有一位

女侍應前來招待他們，雖然她臉上掛著笑容，可是她沒精打采的眼神，令兩位

作曲家不約而同地說：「她需要主。」繼而，他們環顧四周的其他顧客，發現

眾人的眼神都是一片落寞。這景像令他們的心情沉重起來，突然間體會到人們

確實需要主，於是寫下這首【人們需要主】的詩歌。 

  這首歌於 1983 年出版後，很快地流傳到世界各地。它廣受歡迎的主因，

相信是它道出了人們的心聲，幾乎每個笑容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哭泣的心

靈。 

  粵譯歌詞雖然用了不同的歌曲名稱，但仍保留了原曲的意義和意境，並且

更進一步以【蒼生主護庇】來回應了【人們需要主】的渴求。 

  詩歌第一節歌詞聯繫到耶穌以「五餅二魚吃飽五千人」的場景，彷彿從耶

穌的視角，道出「盡看蒼生感悲嘆，落泊眼眸愁不散…。」耶穌不單關注人肉

身的溫飽，更關注人心靈的需要。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

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音 6:35) 

  第二節歌詞的視角，由「世人」轉移到「耶穌」，「十架光輝照普世，盡

去歪謬求真諦…。」不但指出耶穌在世時，祂是世上的光(約翰福音 9:5)，更

提醒我們「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馬太福音

5:14,16)。原來，當我們同心傳揚基督救世，努力分享神大愛的時候，我們就

參與在「護庇蒼生」的聖工上，與耶穌一起體恤苦困，負厄同行，盡去世人的

苦痛悲。 

  踏入五月，鞍盛家繼續研讀約翰福音，探討「耶穌與世人」的主題。感謝

主！每次唱着【蒼生主護庇】這首歌，都讓我感受到耶穌確實道成肉身，活在

我們中間，即使在疫症肆虐，戰亂頻仍，人心惶恐之時，我們的心靈仍得着無

比的安慰與盼望。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何等愛世人！賜下祢的獨生子—耶穌，叫凡相信

祢的，得著永恆的生命。求祢幫助我們，在這黑暗世代中，活出重生的光輝，

仰賴耶穌的名，經歷從祢而來豐盛的力量，成為這世代的祝福。奉主耶穌基督

聖名祈求，阿們！ 

       

鄧天恩 

2022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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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牧者分享 

無謂之爭 

有一天自己一個人外出午飯，坐鄰座的一對母子，從坐下的那一刻

便大聲爭吵。其實，我真的只想安靜地吃過午飯。但他們實在吵得

很大聲，以致我全聽到他們爭吵的內容。 

爭論一，居住屋苑強檢，媽媽想叫兒子明天一起去做檢測，但兒子

以為是今天。 

爭論二，媽媽說兒子答應今天陪她一天，兒子因約了朋友晚飯，只

可以陪媽媽半天。 

爭論三，兒子吐糟對政府的不滿，想移民英國，但媽媽堅持香港很

好，她不會離開。 

他們便是不斷在這三個話題上作爭論，可能我是一個旁觀者，讓我

可以站開一些去看他們爭論的話題；便覺得很無謂，因為全都是借

題發揮。 

誠然是媽媽覺得兒子因要陪她而鬧脾氣不開心，所以便處處和兒子

作對。而兒子也因感受不到媽媽的體諒和認同而願意作出妥協。 

午飯後步行回家，腦中仍盤旋他們母子的對話，像提醒自己；生活

中常常面對很多無謂之爭，要學懂分清觀點與事實，要學習幽默及

寬容一點。 

也許他們是母子，這種關係是很難放低和用同理心吧。 

願天父賜智慧給我們，與人陳述表達時能情理兼備，並不作無謂之

爭。 

 

湘薇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