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道會信愛堂
Shium Ay Alliance Church
年題：主內結連．切實相愛

主席 ： 陳朗培弟兄
講員 ： 周陳紫婷傳道
司琴 ： 林令文姊妹

青少年崇拜程序
2021.05.01
序樂

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眾坐

「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稱讚祢，稱讚祢的誠實！以色列
宣召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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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唱

永遠敬拜

眾立

我是天父寶貴的兒女
聖餐

十字架

周牧

講道

天父！我有問題

眾坐

回應

放下

眾立

周偉強牧師

眾坐

報告/牧禱

那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約 4:23)

永遠敬拜
美好的救主
患難時刻你是隨時的幫助
主你賜的平安
勝過這世界
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風浪
信實的天父
看顧我心靈使我能夠得堅固
你照亮我道路
引導我的腳步
我全部生命都願順服
我要永遠敬拜你
在我生命中你永遠都是唯一
沒有人能夠取代你 我親愛救主
有誰能夠叫我與你分離
我要不住敬拜你
願你永遠能喜悅我的生命
求你滿足我的渴慕
願緊跟隨我救主
十字架
耶穌背負十架 為我擔當過犯
毫無保留為我捨命在十架上
祢受鞭傷 我得醫治
祢受刑罰 我得自由釋放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耶穌以愛覆蓋我
祢寶血為我流下
我得救贖的記號
是我永遠的榮耀

[十架為我榮耀]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我是天父寶貴的兒女
往事軟弱 綑綁著我
淚在眼眸 傷痂痛楚
抱著雙腿嘆息 將心封鎖
自覺 不會被愛
主祢 卻走近我
擦我淚痕 進我心窩
祢說我比飛鳥貴重得多
我頭髮 祢也數過
我是天父寶貴的兒女
祢愛護我、肯定我
在祢眼中我是何等可貴
祢愛 長闊高深
我是天父寶貴的兒女
祢救贖我 建立我
過往的傷口 祢都醫好
舊事已過 我是新造的人

放下
放下困難 放下創傷
放下苦擔 靠近耶穌 得輕省
放下以前 記憶拋低
只須謹記 牢牢捉緊
主的軛 讓我
心柔和謙卑 從此要效法
主聖潔完備 倒空我
洗清我 路縱
使遍滿荊棘 沿路有著祢
不會再逃避 願這生
散發著 基督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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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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摩押人、亞捫人和一些米烏尼人，一同來攻擊約沙法。 有人來向約沙法報
告說：“從海的對岸，就是從以東，有大軍前來攻擊你；現在他們在哈洗遜．他瑪。”
3
哈洗遜．他瑪就是隱．基底。 於是約沙法害怕起來，定意要尋求耶和華，就在猶大
4
全地宣告禁食。 於是猶大人集合起來，尋求耶和華的幫助；猶大各城中都有人出來
5
尋求耶和華。 約沙法就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眾中，站在耶和華殿的新院子前面，
6
說：“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嗎？你不是統治萬國的嗎？你手中
7
有大能大力，沒有人能抵擋你。 我們的神啊，你不是曾經把這地的居民從你的子民
8
以色列人面前趕走，把這地賜給你的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永遠作產業嗎？ 他們住在
9
那地，又在那裡為你的名建造了一座聖所，說： ‘如果有災禍臨到我們，無論是刀
劍、刑罰、瘟疫、饑荒，我們在急難的時候，站在這殿和你的面前，向你呼求，你必
10
垂聽和施行拯救，因為你的名是在這殿內。’ 現在這裡有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
的人，從前以色列人從埃及地出來的時候，你不許以色列人侵犯他們。那時，以色列
11
人就離開了他們，不除滅他們。 現在你看，他們怎樣報復我們；他們要來把我們從
12
你賜給我們承受作產業的地趕出去。 我們的神啊，你不懲罰他們嗎？因為我們沒有
13
力量抵擋這來攻打我們的大軍；我們也不知道該作甚麼；我們的眼睛只有仰望你。”
15
那時全猶大的人，連他們的嬰孩、妻子和兒女，都站在耶和華面前。…… 他就說：
“全猶大的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啊，你們要留意！耶和華這樣對你們說：
16
‘你們不要因這大軍懼怕和驚慌，因為戰爭的勝負不是在於你們，而是在於神。 明
天你們要下去攻擊他們，他們會從洗斯的斜坡上來，你們必在耶魯伊勒曠野東面的
17
谷口遇見他們。 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哪，這次你們不必出戰，只要穩守陣地，站立
不動，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的拯救。’你們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慌；明天要出去攻擊
他們，耶和華必和你們同在。”

大綱：
1.
祢豈不是...

2.

祢豈不曾...

3.

祢豈不會...

反思/應用：
1. 從約沙法的禱告中向神問的三個問題，檢視你對神的認識，及你與神的
關係。

2.

面對危機時，學習不再倚靠自己，乃是確認神的大能，數算神過去的作
為，認定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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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公佈，在「疫苗氣泡」下放寬部分群組聚集的範圍，由於執事會需時商討內容細
則，因此，現階段維持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參與者人數不多於該處所作為崇拜地點通常可容納
的人數 30%。由4月28日起生效至5月12日(Wed)為止，維持措施如下
教會各堂崇拜仍會提供 YouTube Live 直播連結，供未能回教會弟兄姊妹在家參與。(直播連結於
每週五 6:00pm 前於互聯網上發放)，週六及主日成人崇拜限定出席人數每堂 72 人內 (請大家務必
透過逢週二 Send 出的 Google Form 報名)。另兒童層仍會分階段恢復 Joyful Kids 及主日兒崇。而
周師母會繼續安排 Zoom 兒崇聚會供個別未恢復的班級。
教會已重新開放所有地方，使用前務必先向幹事預約，教會將按人數分配予各團組使用。另辦公
時間由 TUE 至 FRI 早上 10:00 至晚上 10:00 (若晚上沒有地方使用之預約，當晚教會只開放至晚上
8:30) / SAT 早上 11:00 至晚上 10:00 / SUN 早上 9:00 至 5:00。
2. 明午(2 號)2:30pm 有 5 月份執事月會，請為教會聖工守望及禱告。本週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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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有葉錦樺姊妹分享她的近況、心志及工作，她是本堂支持的信徒宣教同工，在香
港宣道差會澳門工場事奉，另也會一同為差傳事工守望。下主日(9 號)早上 8:45 至
9:30am 亦有主日實體+網上晨禱會，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參與，同為教會守望禱告。
3. 感謝主帶領宣道會信愛堂基督少年軍第163分隊成立十七週年。教會將於5月21日(五）晚上
8:00-9:20舉行少年軍第十七屆檢閱禮暨頒章禮，邀請了香港基督少年軍總幹事吳淑玲女士蒞
臨檢閱、訓勉及介紹香港基督少年軍事工的近況及發展。當晚會由隊牧周偉強牧師帶領本堂
基督少年軍163分隊導師及隊員進行第十七屆立願禮。由於場地聚會人數有限，教會優先預留
給嘉賓及隊員家長，其他弟兄姊妹鼓勵觀看直播，同證主恩。本堂基督少年軍亦將召募新隊
員，歡迎家長為已滿8歲的兒童報名參加，召募時間28/5/2021(五)- 25/6/2021(五)；名額15個。
新隊員須於2/7/2021(五)開始集隊。詳情及報名可聯絡隊長黃惠琼姊妹或隊牧周牧師。
4. 5月份福工部安排了兩次出隊佈道，第一次於5月8日(Sat)上午10:30- 1:00舉行福音行動日。報
名連結: https://forms.gle/7Hbd6vTV8yBeJztS9 。另一次佈道良機，是香港短宣中心差派短宣
學員「落區佈道」，邀請信愛堂弟兄姊妹一同參與。日期是 5月13日(Thu)，時間：第一時段
(3:00-6:00pm)，第二時段(7:00-9:00pm)，集合地點：信愛堂，每時段名額5個。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16eVqntwkRenKdbt6 。盼大家能把握以上佈道良機，同心領人歸主。可透過
福工部壁報板報名表 或 以上Google Form連結報名。
5. 請為今年應考DSE青年人禱告，因疫情原因考試於23/4-20/5進行。請為年青人備考情緒和耐
力，身心健康、睡眠質素及作息平衡禱告。大家可按名為以下青年人禱告：1.陳謙憫；2.梁曉
恩；3.梁靖晞；4.姚靖恆；5.張昕晴；6.馮詩惠；7.林汶芯；8.何朗恒；9.黃顯曦；10.鄧睿祈；
11.劉睿哲；12.陸廷欣；13.劉子正；14.黄婷欣；15.龔乙恩；16.雷承亮；17.梁䇛銘。。
6. ①撤母耳團梁浩東爺爺區培伯伯安息主懷，並於5月2日(Sun)下午2:00pm假葛量洪殮房出殯
(家人默禱送別)，隨即移往鑽石山火葬場火化，願主親自安慰淑慧及其家人。②司提反團紀
曉欣姊妹爺爺紀榮城伯伯4月15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籌備中，求主親自安慰以上各肢體及其
家人。

我們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