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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宣召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讚美祂的聲

眾坐
眾立

音。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祂為大！」
(詩 66:8,69:30)
頌唱

萬有都歸祢

眾立

最真實的我
祢是我唯一的信念
講道

扎根於神 ---- 聽到、遵命！

眾坐

回應

聽命勝於獻祭

眾立

奉獻 你們每個人務必在心裡決定捐出多少，不要勉強，也不要

眾坐

迫於壓力去做，因為上帝喜愛樂意捐獻的人。(林後 9:7)

報告/牧禱

周偉強牧師

眾坐

我來，是要給人生命，而且是豐盛滿足的生命。(約翰福音 10:10)

萬有都歸祢
祢是榮耀 至美尊崇
萬有都歸於祢名下
配受傳頌 至偉至聖尊貴
願讚揚 獨有主美善的真諦

最真實的我
你全然的愛我 最真實的我
你全然接納我 即或我軟弱
生命中的每一步 有你豐盛恩典
使我更靠近你

齊向祢舉手傳揚
耶穌犧牲與十架
同頌祢深厚大愛
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

你全然的愛我 緊緊擁抱我
你全然接納我 永不離開我
生命中的每一步 有你豐盛恩典
使我更靠近你

原是祢恩典降臨 眾山海都震撼呼應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讓我靈 為祢歌
獻奉至誠頌讚 到萬世

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蔭下
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
生命最大的盼望 就在你恩典之中
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何故病了
粉飾安逸
人已倦了
模糊視線

祢是我唯一的信念
沉降腐化
荒渺虛假
無數淚眼
迷惘昏花

在那絕處黑暗 仍存著微光
是祢給我視野 再得見
霧裡星火
現我禱告 向祢誠心祈求
願祢傾聽 世界敗壞昏暗
盼望旱地再開花 告別虛謊的變幻
神願祢憐憫 盼再得轉化
世界荒誕 叫我扭曲殘存
惡勢侵佔 正腐蝕我心志
我在絕處裡宣告 祢是我唯一的信念
明日會怎麼 祢永不變
無懼雨打風吹 地搖
磐石永久堅固 不變

聽命勝於獻祭
如常的頌讚 如常的事奉
問 是為要得著誰認同
可會是麻木裏服從 然而愛主的心漸已凍
令讚美話語更顯不由衷
沉迷生活裡 忙亂添負累
手 在罪與虛空裡下垂
只盼望重遇見著神 和蒙召的恩可漸配襯
願再愛著你 謹遵主教訓
讓我知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 較獻精金可貴 願你鑑察我心
是否敬畏你過於一切 聽命勝於獻祭
今懇求你 賜我火的洗禮
剔出污穢 冷漠燒毀 重將這心歸你
熬煉我 用祢火 再潔淨我靈熔解罪捆鎖
重活於主心意 為袮今生重燃著火 願袮可
讓我知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 較獻精金可貴 願你鑑察我心
是否敬畏你過於一切 聽命勝於獻祭
今懇求你 賜我火的洗禮
剔出污穢 冷漠燒毀 燃燒這生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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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13:15)

 講道大綱 
講題：扎根於神 ---- 聽到、遵命！

講員：陳謝麗儀傳道

經文：撒母耳記上 3 章 1-14 節

日期：2021.05.08

1

那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在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
異象也不常有。2 有一天，以利躺臥在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睛早已昏花，不
能看得清楚了。3 神的燈還沒有熄滅，撒母耳躺臥在耶和華的殿中，就是安
4
5
放神約櫃的地方。 耶和華呼喚撒母耳，他說：“我在這裡。” 他就跑到以
利那裡，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說：“我沒有呼喚你，回去睡
吧。”他就回去睡了。6 耶和華再次呼喚撒母耳，他就起來走到以利那裡，
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說：“我兒，我沒有呼喚你，回去睡吧。”7
8
那時撒母耳還沒有認識耶和華，因為耶和華的話還沒有向他啟示。 耶和華
第三次呼喚撒母耳，他又起來，走到以利那裡，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裡。”
以利就明白是耶和華呼喚這孩子。9 因此以利對撒母耳說：“去睡吧！如果
他呼喚你，你就說：‘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聽。’”於是撒母耳回去，
仍然睡在自己的地方。10 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幾次一樣呼喚：“撒母耳，
11
撒母耳！”他回答：“請說！僕人敬聽。”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看哪！
12
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聽見的人，都必耳鳴； 在那日，我必在以利身
上徹底實現我論到他的家所說的一切話。13 我曾告訴他：‘我必按著他所知
道的罪孽永遠處罰他的家。這罪就是他的兒子自招咒詛，他也不責備他
14
們。’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了誓：‘以利家的罪孽永遠不能用祭物或供物來
買贖。’”

大綱：
1. 聽到: 專心聆聽
2. 遵命: 完全順服
反思/應用：
1. 今天，是甚麼原因使我未能聽到神的聲音或明白神的話語？
2. 今天，是甚麼東西使我未能順服神去行呢？
3. 今天，我看重神的話語嗎? 我願意花時間安靜下來聆聽神、親近
神和順服神嗎?
要把身體獻上，作聖潔而蒙神悅納的活祭；
這是你們理所當然的事奉。(羅馬書 12:1)

家事報告/為疫情禱告
1. 明天(9 號)母親節，教會提醒子女者要恆常盡孝報答親恩，並把握時節向
父母親表達心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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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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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兒童層周師母會繼續安排 Zoom 兒崇聚
會供個別未恢復的班級。
使用地方前務必先向幹事預約。辦公時間:TUE 至 FRI: 10:00am-10:00pm (若
晚上沒有地方預約，當晚教會只開放至晚上 8:30) / SAT:11:00am-10:00pm
/ SUN:9:00am-5:00pm。
3. 明早(9號)8:45至9:30am有主日實體+網上晨禱會，鼓勵弟兄姊妹一起參與，
同為教會禱告。
4. 感謝主的帶領， 宣 道 會 信 愛 堂 基 督 少 年 軍 第 163 分 隊 已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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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場地聚會人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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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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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壹書 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