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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萬國阿，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

眾坐
眾立

祂！因為祂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 117：1-2)
頌唱

神我屬祢

眾立

傾倒的愛
我心中每一意念
講道

扎根於神 - 對禱告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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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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我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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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每一意念
我心中每一意念祢都知道
我生命每一難處祢都明瞭
在我不懂得再怎麼禱告
祢卻為我預備豐盛應許 從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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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命的軟弱 有祢寶貴聖靈扶持幫助
每當我心靈疲憊
無力前行 祢大能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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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賜下的恩典 讓我觸摸祢無盡的憐憫
牽引我更親近祢
醫治我心 釋放我的靈 祢愛裡 我願意
當我活在恐懼之中 找不到任何的出口
當我眼淚悄然落下 揮不去心中的苦痛
祢卻站在我的面前
伸出釘痕雙手 溫柔的 等待我

傾倒的愛
是祢不息的厚待 是祢應許不變改
是祢心意定意拯救 傾出愛
誰能猜透祢計劃 神羊羔背我罪名
尊貴是祢 竟會為我背上十架

摸著主的禱告
主啊 教我如何禱告
讓我看見你的榮耀
感覺你心中所感受
在乎這世界的需要

祢為我至死傾倒 我是祢眼中珍寶
難測的愛 洪水都不可掩蓋

主啊 我要回應你呼召
潔淨自己 謙卑禱告
舉起聖潔的手來宣告
主啊 願你榮耀今來到

讓我讚頌祢不息的愛
讚頌祢犠牲的愛
竟因我寧願撇下祢尊貴
無可改變 無可阻隔 基督愛

願你的國度降臨 願你旨意成全
願你的國度降臨 願你旨意成全
教我如何聆聽 才能摸著你的心
教我如何祈禱 才能摸著你國度的工作，
讓我感覺你的心 喔 賜我憐憫的心
讓我摸著你心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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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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祈禱完了，有一個門徒對他說：
“主啊，求你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一樣。”2 耶
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父啊，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3 我們需用的食物，求你每天賜給我們；4 赦免
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饒恕所有虧負我們的人；不要讓我們陷
入試探。’”5 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當中，誰有朋友半夜去
找他，說：‘請你借給我三個餅，6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旅行來到
我這裡，我沒有甚麼可以招待他。’7 而他卻在裡面回答：‘不
要麻煩我，門已經關好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
拿給你。’8 我告訴你們，即使不因為他是朋友而起來給他，也
會因為他厚顏地直求，而起來照他所需要的給他。9 我又告訴你
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
門。10 因為所有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
門。11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哪有兒子 求魚，反拿蛇給他呢？12 或
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
自己的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把聖靈賜給求他的人嗎？”
大綱：
一)有求必應的禱告

二)放下自己的禱告

三)上帝主權的禱告

反思/應用：
一)我的祈禱生活如何？我有視天父為有求必應的神嗎？
二)我需要放下甚麼到主面前禱告呢？唔好意思，我辦得到，
我的所想所求……
立志：
我需要更新我的祈禱生活，不再以我為中心，乃是以神為中心。
我要學習好好地享受神的同在，在主裡面扎根，叫我的禱告生活
脫胎換骨。願神的國度降臨，願神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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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於 2 月 23 日公布，放寬在《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
（第 599G 章）下在公眾場所進行羣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由二人至四人；以上
措施將由 2 月 24 日起生效至 3 月 3 日。
故此由 2021 年 2 月 24 日起至 3 月 3 日，繼續暫停教會所有多於 4 人的
聚會。 以下是教會各項措施：
由 2021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3 日期間，停止在堂址實地進行多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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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第一週主日為聖餐崇拜：在此鼓勵已受洗但仍未可返教會實體崇拜
的弟兄姊妹可於 2 月底前回教會按家庭已受洗人數索取套裝聖餐餅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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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以上
的組聚或會議。
2. 明天(28 號)早上 8:45 至 9:30am 有網上主日晨禱會，而下週三(3 號)晚上
8:30-9:30pm 有週三網上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參與，同為教會守望禱
告。
3. 以利亞團陳謙憫姊妹和大衛團陳謙呈姊妹的嫲嫲陳林鳯婆婆(陳謝麗儀傳
道的奶奶)於2月4日安息主懷，喪禮現定於3月4日(Thu)假鑽石山殯儀館地下
永德堂舉行，因伯母已信主，當天中午12:30-1-:30pm 會先有安息禮拜，同
時因應家人意願，晚上亦會以佛教儀式進行守夜，翌日出殯，求主親自安
慰德泉、麗儀、謙憫、謙呈及其家人。

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