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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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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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 

  主日崇拜 2022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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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家庭崇拜程序 

日期：2022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詩歌敬拜 --------------------------------- 主席：李婷婷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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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 -------------------- 這些事以後 ------------- 李婷婷傳道 

約翰福音 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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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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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祝福 ---------------- 在耶穌裡 -------------- 李婷婷傳道 

1. 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  x 3 
從今時一直到永久，在耶穌裡，我們是好朋友。 

2. 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  x 3 
從今時一直到永久，在耶穌裡，我們是一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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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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2022 年 6 月 26 日上午十時半 

                  

宣召 --------------------------------- 詩篇 150:1,6 ------------- 主席：羅俊虹弟兄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 

在祂顯能力的穹蒼讚美祂！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詩歌敬拜 ------------------------------------------------------------------- 梁樂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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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 約翰福音21:1-14 ------------------------------ 主席 

講道 ---------------------------------- 這些事以後 ----------------------- 李婷婷傳道 

回應詩歌 --------------------------- 勇敢走出去 ---------------------------------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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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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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5 月全年教會事工及財政匯報 ----------------------- 司數(鍾少華弟兄)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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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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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敬拜 

【無言的讚頌(遍地充滿)】(版權/改編：沙田浸信會  曲、詞：朱浩權) 

無言 無語 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能 卻在世上知曉 
日頭冒升 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恩惠 又似日光普照 
諸天說述主的榮耀 穹蒼傳頌神大能力 
每日每夜發出詩句 讚美全能上帝 

遍地要充滿祢的榮耀 
高山跟深海也在呼叫 
從天這一邊 到天的那一處 
人要看見祢榮耀 
在這裏 

【神我屬祢】(版權：Redsea Music  曲：jxck 詞：三吉 ) 

完美是神 而我是人 
何以主會 從天降臨 
污穢中找尋 失喪的靈魂 拭乾淚印 
更為這罪人 掛十架毅然喪生 

誰會像祢 寧願捨棄 
永活國度裡的一切美 無言歷盡生死 
神我屬祢 一生屬祢 
在祢同在裡 我心只想讚美 

世上無論哪種愛 也沒能及祢的愛 
晝夜隨著我 似海水覆蓋 時刻夢寐期待 
告別流浪與飄泊 如若祢許可 
唯願一生一世 也住祢居所 

能有著祢 何等福氣 
這十架是我 新生印記 永遠與祢一起 
神我屬祢 一生屬祢 
在祢同在裡 我心只想讚美 

在祢榮耀裡 如天軍般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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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詩：【跟祢】(版權：Milk&Honey Worship  曲、詞：劉頌賢、麥濬思) 

傾此一生跟祢腳蹤  那怕荊棘滿途 
我的禱告  讓我主知道 
此刻專心跟主腳蹤  一心高舉主名 
放低一切  從頭認識祢 

當天我曾踏進荒野地  為拋開一切  進最美應許 
今天我忠心跟主足印  唯獨要聽見祢聲音 

我要呼喊  得主加力前行  就算遇到風浪不需抖震 
就算遇到困惑時  定有著祢的  火柱  雲柱引路 

我要跟祢  走出乾涸地平  流奶與蜜祢應許一生供應 
看最廣闊的風景  進到祢榮耀的國 

回應詩：【勇敢走出去】(版權：讚美之泉  曲、詞：鄭耀華) 

我並不完美 也並不特別 
而祢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時常軟弱 有時會迷惑 
但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祢要往哪裡走 我就跟祢走 
領我走到世界盡頭 一生不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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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有許多的問題 我也不放棄 
祢大能賜給我勇氣 我會勇敢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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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筆記 

講題：這些事以後 講員：李婷婷傳道 
經文：約翰福音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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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

面： 

21:2 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
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 

21:3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

」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着甚麼。 
21:4 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 

21:5 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喫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

。」 
21:6 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他們便撒下網去，

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 

21:7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
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 

21:8 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 

21:9 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21:10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纔打的魚拿幾條來。」 

21:11 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

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21:12 耶穌說：「你們來喫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

因為知道是主。 

21:13 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 
21:14 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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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是全民祈禱的殿 

祈禱教室   

哥林多後書 4 章 7 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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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生命禱告  

生命的主啊！所有並每一個生命皆為祢所賜，我們把生命擺在祢面前。願意全然把自

己的生命獻給主，在主面前，我們裡面沒有甚麼可隱藏的。祢在我們前面，也在我們

後面；祢在我們四周，也在我們裡面。 

生命的主啊！我們把心中的信心與懷疑，喜樂與憂傷都帶到祢跟前，也把我們裡面的

認知與無知，盼望與絕望帶到祢跟前。求祢鑒察我們心中一切隱密的意念。 

願祢在今日、明日，時時刻刻，不斷以祢的生命更新我們。 

 

為教會禱告  

為我們的屬靈先驅——他們的信仰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並推動教會的擴展，我們感謝

主。 

為崇拜傳統——能重述救恩故事、經歷主臨在、有助展望在榮耀日裡至終救贖功成，

我們感謝主。 

求賜教會於這萬變及充滿挑戰的世界中，以堅定不移的忠信，開展嶄新的事工模式。 

求助教會於俗世洪流中奮力持守真道，能以愛心說誠實話，宣揚主奇妙大愛與作為。 

求賜教會聆聽的耳領受主的話，順服聖靈帶領的心。 

願主垂聽我們的懇求。 

 

為困苦者禱告  

主，祢是我們大能的醫生，我們為那些正受身體各樣疾病煎熬者禱告，求祢滿有醫治

的臨在為他們帶來轉機。我們為那些精神及心靈受創傷者禱告，求祢滿有醫治的臨在

為他們顯明生命的亮光。永活的主，求祢憐憫，讓困苦者在患難中把生命委身於祢，

願祢福音的大能藉他們的生命彰顯，叫人把榮耀歸與祢。 

 

「我們處處受困，卻不被捆住；內心困擾，卻沒有絕望；遭受迫害，卻不被撇棄；擊

倒在地，卻不致滅亡。我們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在我們身上顯明。因

為我們這活著的人常為耶穌被置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命在我們這必死的人身上顯明出

來。」（林後四 8~11） 

 

同心禱告、交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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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輔讀資料：以斯帖記、約伯記 

【以斯帖記概說】 
廣受歡迎的小說作品有甚麼特質？戲劇性的情節，浪漫的情調，權力鬥爭，或陰謀詭計，都可

令故事引人入勝。這些不僅出現在現代小說中，也發生在二十多個世紀前一個真實故事中。故

事裡神的主權與人的意志交錯運用，耐人尋味。神預備時機和際遇，屬祂的以斯帖和末底改則

作出行動。 

  瓦實提皇后違抗丈夫亞哈隨魯王而被廢，朝廷遂物色新皇后。於是，全國美女雲集後宮，

猶太少女以斯帖也入選。亞哈隨魯王鍾愛以斯帖，立她為后。以斯帖記的序幕就此拉開。 

  以斯帖的堂兄末底改是朝廷官員，他曾揭發一宗弒君的陰謀，卻未獲王的報賞。後來，野

心勃勃、自私自利的哈曼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末底改不肯向哈曼下拜，哈曼勃然大

怒，定意要殺死末底改、滅絕猶太人。他欺哄國王，王聽信讒言，遂降旨消滅猶太人。末底改

把這事告訴以斯帖，她就冒死拯救同胞。以斯帖宴請王和哈曼，席上王問以斯帖要甚麼，並答

應一定讓她如願以償，以斯帖只是要他們再赴第二天的宴會。 

  當晚國王不能成眠，就翻看王朝史書，發現末底改曾制止弒君陰謀，竟未因功得酬，王甚

錯愕，便問哈曼該怎樣褒揚一位功臣，哈曼以為那人是自己，就說應怎樣重賞；不過，出乎哈

曼意料之外，那名受褒獎的功臣竟是末底改。第二天在以斯帖的宴會上，王再問以斯帖的心願。

她答道有人陰謀殺她和她全族，那人就是哈曼。王聽見即下令把哈曼吊在刑架上，這刑架本是

哈曼為末底改設的，他真是自食其果。 

  最後，末底改獲封為相，猶太人在全國各地均獲保護。為讓後人都不忘記這件事，特訂立

普珥日作紀念。 

  由於以斯帖的果敢行動，全族幸免於難。她抓緊神賜與的機會，她的行為使多人受益。讀

以斯帖記，留心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或許祂也 " 為著現今的機會 " 預備了你。 

來源: 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7Esth/17IT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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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斯帖記、約伯記分段閱讀大綱】 
【以斯帖記 1-10 章分段閱讀大綱】 

1. 亞哈隨魯王的筵席( 1-2章 )——神的預備 
2. 以斯帖的筵席( 3-7章 )——神的干預 
3. 普珥節的筵席( 8-10 章 )——神的拯救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7Esth/17CT00.htm 

──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以斯帖記註解》 

【約伯記 1-11 章分段閱讀大綱】 

1. 約伯受試驗(1:1 – 2:10) 
2. 約伯與三友（2:11 – 3:26） 

3. 以利法第一次的辯論（4 – 5 章）－根據自己奇異的經歷斷約伯有罪。 

4. 約伯第一次的答辯（6 – 7 章）－訴苦並要求慈愛。 

5. 比勒達第一次的辯論（8 章）－根據前人所說的斷約伯有罪。 

6. 約伯第二次的答辯（9 -10 章）－善惡無分別，願神示以受苦之因。 

7. 瑣法第一次的辯論（11 章）－斷約伯為犯罪者，且為說謊者。 

來源：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8Job/18GT00.htm — 倪柝聲《聖經提要》 

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7Esth/17IT00.htm
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7Esth/17CT00.htm
http://www.ccbiblestudy.org/Old%20Testament/18Job/18G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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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份月詩 

【跟祢】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本月跟大家分享【跟祢】這首詩歌，是 Milk&Honey Worship 
於 2018 年的作品。詩歌的節奏明快，帶動人隨著詩歌律動起
來。內容以出埃及記為背景，描述以色列人在離開埃及，進入上
主所賜應許之地的過程。這是一個讓上主子民重新認識主的過
程；過程中或有荊棘，或經荒野，或遇風浪，或有困惑，但上主
的應許卻確實不變，並賜火柱、雲柱，無論是白晝或黑夜，都一
直保守、看顧、指引方向，使上主子民最終得以進到流奶與蜜的
應許之地。 
 
本月約翰福音的主題是「耶穌與門徒」。我們在約翰的描述中發
現耶穌基督與門徒的關係非常緊密；從耶穌基督一開始呼召門徒
跟從自己，到隨年日相處中一步步揭示自己的身份，到為門徒洗
腳，吩咐他們要彼此相愛，到復活後的顯現、安慰、堅固信心，
這一切都讓主對門徒的愛與關注顯露無遺。 
 
「跟從主」從來都不單是一個埋藏在心裡的意念，而是必須整個
人配合的行動回應。生活縱有患難困苦，前路也並未能看清，但
我們是否確信永活的主與我們同在，路上滿有恩典，以致能有喜
樂和力量面對一切？ 
 
從舊約到新約，從摩西到耶穌基督，上主仍然不斷在尋找、呼召
人來跟從祂，以生命回應祂。 
 
今天，耶穌基督仍在呼召我們，說：「你跟從我吧！」 
 
你準備如何回應主？ 
 
李婷婷傳道 
2022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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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牧者分享 

福音金句                                                         甘家勇牧師 

感恩！有機會與初信或慕道朋友開展信仰探索班，一同分享信仰，分享福音。感謝神！過程

中有機會邀請參加者決志信耶穌，當他們決志後，也會發給他們一些福音金句，讓他們對信

仰有得救的確據。在這裡很想跟大家重溫一下，讓神的話語再一次堅立我們的信心。 

（一）創世的神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世記 1 章 1 節） 

信仰最基本的問題，究竟你相信有神論定無神論？在基督教信仰裡，我們確信有一位創造天

地萬物、獨一、全能真神（他者）。我們相信是因為這位創造天地的神主動藉著創造、祂的話

語（聖經）、救贖（基督行動）向世人啟示祂自己，並不是人想像出來偶像。 

（二）世人有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 3 章 23 章)  

我們這位神是滿有榮耀的，人類是祂所創造，其目的是彰顯祂的榮耀。可惜，人抵受不住引

誘，運用自己選擇的意志，選擇背叛神，虧損了神完美的榮耀。因始祖對神的背叛，將罪帶

進世界裡。罪的後果就是永遠死亡（羅馬書 6 章 23 章），人與神永遠隔離，怎辦？ 

（三）認罪得赦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約翰一書 1 章 9 節)  

信實的神給與人類一個寶貴的機會，只要真心向神認罪悔改，必得赦免，我們一切的不義得

以潔淨。但我們滿身罪污，早已與神隔絕，如何能到神面前求赦免呢？ 

（四）信主得救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馬書 10 章 9 節)  

神為世人預備中保耶穌基督，祂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只有耶穌以無罪的代贖有罪的，成就救

恩。人只須要認罪悔改，口裡承認，心裡相信，接受耶穌的救恩就必得救。 

（五）得神兒女名份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翰福音 1 章 12 節) 

當我們願意認罪（脫離黑暗），信耶穌，接受祂的救恩（接受光），我們就可以得到神兒女的

名份，將來可以以神兒女的身份進入天家，這個世界只是我們暫時居所。 

（六）聖靈印記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
聖靈為印記。(以弗所書 1 章 13 節)  

原來我們信耶穌一刻，聖靈（神的靈）就會內住我們心裡，像打印章一樣，確認我們的信

心，成為憑據。在以後日子，聖靈會堅立我們的信心，祂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馬書 8 章 16 節），祂更會幫助我們結出屬靈果子。 

（七）永恆盼望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
們的神。」（啟示錄 21 章 4 節）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靠著耶穌繼續行走人生的道路時，我們是帶著盼望積極而行，祈盼神永

恆的國度來臨。耶穌基督應許會再來，接我們往新天新地，神再一次與人永遠同在。 

不知道這些金句，對你來說有甚麼感受？有甚麼領受？有甚麼疑問？歡迎跟我們的牧者聯繫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