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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宣召 「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屬耶和華你

眾坐
眾立

的神。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
華！」
頌唱

(申 10:14, 詩 150:6)
十架犧牲的愛

眾立

迷羊
恩典的記號
講道

狂牛日記

眾坐

回應

安穩在主裏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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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偉強牧師

那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約 4:23)

眾坐

十架犧牲的愛
耶穌捨身十架 主你為我犧牲
誠然擔起我的憂患 背負我的痛苦
耶穌捨身為我的過犯受鞭傷
流出寶血 救恩湧流 讓我罪得赦免
你被世人離棄凌辱 至死不退縮
喝下那苦杯 全然成就救贖
我主犧牲的愛
撇下榮耀尊貴
十架犧牲的愛
你是奴僕君王

你為我的過犯
降下捨身拯救
眾罪已得潔淨
權柄尊貴屬你

迷羊
迷途破碎當中 主叫喚我
迷羊祢也應許尋找
縱使失信軟弱 我主必不撇下
人在曠野 迷路了 忘掉祢是牧人
迷途破碎當中 主叫喚我
迷羊祢也應許尋找
縱使失信軟弱 我主必不撇下
人在曠野 頑逆撒野 神伸手牽我走
祢是我好牧人
我願以一生稱頌祢
如孩子般緊靠著祢
重享創造𥚃的甜味

恩典的記號
站在大海邊 才發現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 才發現天有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微不足道
像灰塵 消失也沒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
輕聲告訴我 一切祂都看見了
我所有掙扎 所有軟弱和跌倒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當我呼求 耶穌聽見我的禱告
千萬人中 祂竟關心我的需要
走過的路 有歡笑有淚水
都留下主恩典的記號
在風雨中 耶穌將我緊緊擁抱
我深知道 祂是我永遠的依靠
走過的路 有歡笑有淚水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安穩在主裏
恩主 賜我安息
施恩的主 祢讓我躺於懷內
愛著我不會變改
一生縱多艱辛
主拖帶我渡過絕處
仍然未放手
將我心都安穩於手裡
從來沒平安能像主所賜
能在我心深處
像那江水滿溢全沒歇止
神就是平安主
長夜中給我安慰
祢賜下無盡恩惠
讓我安穩在手裡

如羊跟牧人
求讓我聽見祢聲音
尋覓千種的答案
難及於主手𥚃 深藏祢護蔭
我是祢羊 祢必不使我缺乏
憂傷必得安慰 今我靈魂甦醒
我是祢羊 死蔭幽谷 也跟著祢的杖
祢竿必領我 前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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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大綱 
講題：狂牛日記

講員：辜創霖傳道

經文：列王紀上 19 章 1-18 節

日期：2021.02.13

1

2

亞哈把以利亞所行的一切，和他用刀殺死眾先知的一切事，都告訴了耶洗別。
耶洗別就差派一個使者去見以利亞說：“明天這個時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像
3
那些人一樣，願神明懲罰我，並且加倍懲罰我。” 以利亞害怕，就起來，逃命去
4
了。他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就把自己的僕人留在那裡。 他自己卻在曠野走了一天
的路，來到一棵羅騰樹下，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啊，現在已經夠了，求
5
你取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並不比我的列祖好。” 他躺在那棵羅騰樹下，睡著了。
6
忽然有一位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 他張眼一看，只見頭旁有用炭火烤
7
的餅和一瓶水。他就起來吃喝，然後又躺下去。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回來拍他，
8
說：“起來吃吧！因為你要走的路程太遠了。” 於是他起來吃喝，靠著那食物的
9
力量，他走了四十晝夜，直走到
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他在那裡進了一個洞，
10
就在洞裡過夜。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幹甚麼？”
他
說：“我為耶和華萬軍的
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拆毀了你的
祭壇，用刀殺死了你的眾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在尋索，要取去我的性
11
命。”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耶和華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裡
經過。在耶和華面前有強烈的大風，山崩石碎，但耶和華不在風中；風過以後有地
12
震，但耶和華也不在地震中；
地震過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低微柔
13
和的聲音。
以利亞聽見了，就用自己的外衣蒙著臉，走出來，站在洞口。忽然有
14
聲音向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幹甚麼？”
以利亞說：“我為耶和華萬軍的
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拆毀了你的祭壇，用刀殺了你的眾先知，
15
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在尋索，要取去我的性命。” 耶和華對他說：“你離去
16
吧，從你來的路回到大馬士革的曠野去。你到了那裡，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
又
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你
17
作先知。
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
18
沙殺死。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下七千人，他們全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
與巴力親過嘴的。”
反思/應用：
1. 以利亞逃過了耶洗別的追殺，為什麼又要執意求死?
2. 以利亞聽了上帝的聲音，他如何有回應?
3. 十九章 13-14 節與 9-10 節，耶和華與以利亞的對話，有何分別?以利亞的內心狀
態有改變嗎？
4. 試分享一次自己失控癲狂的時間，上帝與你有何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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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繼續撤銷對宗教活動中羣組聚集的豁
免，將由 2 月 4 日起生效，為期 14 天。故此，執事會亦將採取以下抗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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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辦公時間為星期二至五 及 星期日，每日早上 10:00 至下午 6:00，星期六開放
時間為早上 11:00 至晚上 8:00，同時在辦公時間內不可有 2 人以上的組聚或會議。
教會恭祝大家「在疫情下，弟兄姊妹與家人，個個蒙主保守，人人身體健康」
。另明日(14 號-年初三)教會全日暫停開放(但明早 8:45-9:30am 仍有網上主日晨禱
會，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參與，同為教會守望禱告，同時亦會繼續有網上兒童崇拜)、
而下週二(16 號-年初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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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以利亞團陳謙憫姊妹和大衛團陳謙呈姊妹的嫲嫲林鳯婆婆於上週四(4號)安息主懷，喪禮
正在籌備中，求主親自安慰德泉.麗儀及其家人。
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