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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稱讚祢，稱讚祢的誠實！

眾坐
眾立

以色列的聖者啊，我要彈琴歌頌祢！我歌頌祢的
時候，我的嘴唇和祢所贖我的靈魂都必歡呼。」
(詩 7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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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約 4:23)

耶穌的名
耶穌 神的愛子 耶穌 榮耀君王
能力 權柄 智慧 公義 遠超過全世界
耶穌 神的愛子 耶穌 榮耀君王
萬有俯伏在你腳前 世間的救贖主
耶穌的名 超乎萬名 榮耀尊貴都歸於你
萬膝要跪拜 萬口要承認
耶穌我敬拜你到永遠
疾病不能 死亡不能 勝過耶穌的名
世上沒有任何困難 勝過耶穌的名

憂傷痛悔的靈
神呀為我造一顆清潔的心
讓我在裡面有正直的靈
求祢別棄掉我收走祢聖靈
深知我罪數不清
憂傷痛悔的靈祢不看輕
枯乾軟弱生命如何能誇勝
祢是愛我唯一盼望
憑十架方可走出罪綑綁
憂傷痛悔的靈祢不看輕
醫好敗壞生命全人潔淨
我要得勝作美好見證
靠祢每步成聖

醫治能力 救贖恩典 都因耶穌的名
營壘攻破 爭戰得勝 都因耶穌的名
呼求耶穌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願你復興來臨 燃燒靈魂 來讓我多一點愛火
求主加倍充滿我心 求主加倍釋放生命
為你盡得靈魂 興起全民 投入你國度全心獻
祈求主讓我心更愛靈魂
成就你的心意 令我更堅穩
祈求主讓我可作你僕人
燃盡我的所有 求主愛盛載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再度熾熱我 在靈裡宣告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請你用愛 來充滿我心
請你釋放豐富我裡面情義去愛

自那天起-保羅之歌
大馬色途上主基督顯現
榮耀聖光忽照在人面前
沒法解釋奇異刻骨的經驗
但卻深知 一生將要改變
從前拚命逼迫世上信徒
還為自己當天所作自豪
然而耶穌的顯現光照路途
十架捨身的愛今親嚐到
自那天起 全力奔跑崎嶇窄路
無懼困逼 不怕浪濤滔滔
夜冷風高 仍未想過瑟縮卻步
立志此生 忠主所託終老
從前拚命逼迫世上信徒
還為自己當天所作自豪
然而耶穌的顯現光照路途
十架捨身的愛今親嚐到
為了基督 無論經過多少試驗
名利富足 一概拋卻身邊
病痛交煎 仍未改心底的信念
直至那天 必得不朽冠冕
全力盡意將福音繼續遍傳
毋問代價只想天國蔓延
全憑神恩典相半這數十年
就算有天傾出身軀也無怨

我們要藉著耶穌，常常把頌讚的祭品獻給 神，
這就是承認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來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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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你們不知道，在聖殿供職的，就吃殿中的供物；侍候祭壇
的，就分領壇上的祭物嗎？ 14 主也曾這樣吩咐，叫傳福音的人
靠福音為生。 15 但這種權利，我一點也沒有用過。我寫這些話，
並不是想叫人這樣待我，因為我寧可死，也不讓人使我所誇耀的
落了空。 16 我傳福音原是沒有可誇的，因我不能不傳。如果不傳
福音，我就有禍了。 17 如果我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即使不甘
心，這職責還是託付我了。 18 那麼，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
傳福音時，叫人免費得著福音。這樣，我就沒有用過傳福音可以
享有的權利了。 19 我雖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轄，但我自願成為
眾人的奴僕，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 20 對猶太人，我就作猶太
人，為了要得著猶太人；對律法以下的人，雖然我自己不在律法
之下，還是作了律法以下的人，為了要得著律法以下的人。 21 對
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了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不是在神的律法
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為了要得著沒有律法的人。 22 對
軟弱的人，我就成了軟弱的人，為了要得著軟弱的人。對怎麼樣
的人，我就作怎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一些人。 23 我所作
的一切，都是為了福音的緣故，好讓我與別人同享福音的好處。
大綱：
1. 都是為了福音，去到盡 (v.23)
2. 去到盡，為主殉道 (v.24-27)
反思/應用：
1. 你曾否為了福音，嘗試過去到盡嘛？
2. 殉道事跡有否感動無？請與團友分享、禱告！
3. 求聖靈深化感動，完成神的工作！
你們應該作行道的人，不要單作聽道的人，
自己欺騙自己。(雅 1:22)

家事報告/為疫情禱告
1. 因應本港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反覆，政府於 2 月 2 日公布，有關（第 599G
章）下，維持大部份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繼續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超過二人的羣
組聚集，亦繼續撤銷對宗教活動中羣組聚集的豁免。執事會經商議後決定：由 2021 年
2 月 4 日起至 2 月 17 日，繼續暫停教會所有多於 2 人的聚會。 以下是教會各項措施：
由 2021 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17 日期間，停止在堂址實地進行多於 2 人的崇拜和會眾活動；包
括，週六青少年崇拜、週六及主日成人崇拜、兒童崇拜、週六 Joyful Kids、祈禱會、團組聚
會、基督少年軍，商福、生命之道及主日學。
下週是新春佳節，教會先預祝大家「在疫情下，弟兄姊妹與家人，個個蒙主保守，人人身體
健康」。另教會於下週五-年初一 及 下主日-年初三暫停開放(但初三-主日仍有網上兒童崇
拜)、至於下週六-年初二則如常於早上 11:00am 開放至晚上 8:00pm，而年初五(16 號)教會將
回復正常辦工及開放。
2. 明午(7 號)2:30pm 有 2 月份執事網上月會，請為教會聖工守望及禱告。本週三(10 號)
晚上 8:30-9:30pm 有差傳網上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當天透過 ZOOM 一起在家參與，
當日邀請到吳金煌牧師(香港宣道差會副總幹事、澳門工瑒主任)，分享他們的近況
及心志，另也會一同為差傳事工守望，而下主日(14 號)早上 8:45-9:30am 亦有網上主
日晨禱會，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參與，同為教會守望禱告。
3. 2021年1-2月份「人搵工?工搵人?」商福午餐會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每月2次)，第四次網上
聚會將於2月17日下午1:15-1:50PM舉行，主題為「從管人到管鋪」，『一刻館』痛症推拿理
療中心老闆-張麗儀姊妹為我們分享，歡迎弟兄姊妹邀請親友屆時透過以下直播連結
( https://youtu.be/xDBT3_7ZumA )觀賞，亦歡迎弟兄姊妹於1:00pm-2:00pm登入以下zoom的
連結，同步觀看直播，並之後與講員分享及交流。( https://us02web.zoom.us/j/83483018982 )
會議ID：834 8301 8982 / 密碼： 534954。
4. 新冠肺炎肆虐已一年多了，大家的正常社交生活均受影響，福工部祈盼招聚一群對網絡媒體
製作有興趣或恩賜的弟兄姊妹製作一些短片，籍此向親友、同事發放正面信息， 成為彼此的
鼓勵，也可作福音預工。有興趣的肢體可聯絡周牧師報名，截止報名日期 為2月14日(Sun)。
5. 父母情緒失控是子女很頭痛的困擾。在新常態的壓力下，父母如何化解親子衝突，與子女建
立有效溝通？區聯會家庭事工部特別於4月30日（Fri）晚上8:00舉辦「父母EQ管理」(Zoom)網
上講座，邀得馬君蕙女士（專業輔導碩士、神道學碩士、余德淳訓練機構EQ總教練、家庭顧
問，曾編輯發行逾十多本情緒訓練書籍）主講，並設有答問環節，誠請弟兄姊妹參加，設有
「早鳥」優惠價，請透過以下連結報名：http://bit.ly/ParentsEQ_0430 ；詳情請參閱網上報名表。
6. 關顧部將於2月28日-3月28日(主日學時段) 中午12:00至下午1:15舉辦「關顧探訪員訓練班」，
誠邀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參加，訓練班詳情稍後會經團組發佈，報名或查詢 請聯絡陳謝麗儀
傳道、麥建樂弟兄或區陳紫平姊妹。

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