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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祢，我要永永遠遠稱頌祢的

宣召

眾坐
眾立

名。耶和華是至大的，配受極大的讚美，祂的偉大無法測度，世
世代代的人都要頌讚祢的作為，他們要傳揚祢大能的作為。」
(詩 145:1, 3-4)

頌唱

生命活水充滿我

眾立

當我已無力祈禱
呼求你憐憫
講道

紮根於神～祈禱...點祈好？！

眾坐

回應

尋求是你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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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活水充滿我
在你寶座前，是我藏身處，
你必以得救的樂歌，四面來環繞我，
主你是生命的源頭，主你是永恆的真光，
在你聖潔的光中，我得自由，必見光。
充滿我，潔淨我，
在你寶座前有生命水湧流，更新醫治我，
充滿我，潔淨我，
在你寶座前有生命水湧流，更新醫治我。

當我已無力祈禱
當走的走過，該經的經過，
心力逐滴缺少，
懷著最初的心搏一搏，
換來千億個反駁，
需知的知道，該想的想過，
壓迫絕望疊高，
改變，從哪兒開始？
看現實，別離往事，
四肢發軟，怕獨個兒，閉眼凌亂。
當我已無力，無力祈禱，
祈求聖靈為我禱，
身心都，倦了，力竭沙啞，
痛了，求你垂聽，
當眼淚流下，停下流乾。
求能稍歇，來尋你，
一宿雖載滿淚眼，靜默盼主終賜予，
能歡呼的清早。

呼求你憐憫
你知道我的軟弱，
你用聖靈的大能來堅固我，
你的恩惠和慈愛為我預備，
你信實極其廣大，
你的憐憫不至斷絕，滿有恩典，
我尋求你，仰望你的榮面。
我呼求你憐憫，我呼求你恩典，
我抓住你應許，堅定倚靠你，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我呼求你憐憫，我呼求你恩典，
你同在不離開，聖靈扶持我，
你是我拯救。
尋求是你聲音
是我主的聖靈 用愛環繞我心
用祢聲音引領 慈祥溫暖又甜美
平靜我心誰像祢
是我主的真理 導我離開疑惑
就算風急雨降 仍然心志未搖晃
明白救恩神是愛
尋求是祢聲音
來重拾我心志
尋求是祢聲音
仍然愉快歌唱

迷糊沒有灰心
靠著祢都勇敢
迷糊沒有灰心
傾我一生獻上

願靠主旨意行 讓祢燃燒我心
未怕風急雨降 從來心志未搖晃
傳頌我主 惟獨祢
朝何方奔走 都緊隨著祢
不管悲喜 依然順服
呈奉讚美 就從這地
朝何方奔走 都緊隨著祢
不管悲喜 不留餘地
呈奉讚美 令祢歡喜

我們要藉著耶穌，常常把頌讚的祭品獻給
嘴唇的果子。 (希伯來書 13:15)

神，這就是承認他的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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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和華啊！我從深處向你呼求。（本節在《馬索拉抄本》包括

細字標題）
3

音。
呢？

4

2

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求你留心聽我懇求的聲

耶和華啊！如果你究察罪孽，主啊！誰能站立得住
5

但你有赦免之恩，為要使人敬畏你。

我的心等候他，我仰望他的話。

6

我等候耶和華，

我的心等候主，比守夜的等

候天亮還迫切，比守夜的等候天亮還迫切。

7

以色列啊！你要

仰望耶和華，因為耶和華有慈愛，也有豐盛的救恩。

8

他必救

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罪孽。
大綱：
1. 心深處呼求上主(v1-4)
2. 禱告中等候盼望(v5-8)
反思/應用：
1. 你的禱告有沒有經常錯放焦點？
2. 在你的生命裡，有沒有事情阻礙你親近上帝？你需要更迫切地
去尋求神。求主幫助你！
3. 你還記得上一次在心深處切切呼求神的經歷嗎？請花點時間，
把從神所領受的記錄下來。
4. 「疫」境中我們好像經歷被困深淵的患難，今天你願唔願意立
志禱告仰望主，憑信心等候耶和華的救恩。千萬別放棄盼望，
因祂是信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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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於 4 月 27 日公佈，延長在「疫苗氣泡」下放寬部分群組聚集的範圍。因執事會
商討後 發現暫時難以執行，因此現階段維持現行社交距離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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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2 日起生效至 5 月 26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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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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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於本週五(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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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 5 月 30 日上午 11:30am 召開 2021 年度會員大會(根據公司法：教會必須每年召開
一次會員大會。是法規要求的必須行為），為確保 5 月 30 日會友大會出席人數可達法
定人數，不致流會，懇請各位已受洗或轉會加入本堂的會籍會友透過 Google Form 連
結( https://forms.gle/Rfryv5o1djfwBneo7 )填寫簡單資料及出席意向，讓教會能確保當天
有足夠出席人數，若填報後因突發情況未能出席，請務必盡早致電 2796-0703 通知幹
事。
4.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於 6 月 25 日(Fri)晚上 7:30pm 假宣道會希伯崙堂禮堂舉行「2021 宣
道會祈禱之夜」主題為「迷失、重尋、回應」，由建道神學院實用神學部副教授黃天
逸牧師擔任講員，弟兄姊妹可透過網址︰https://bit.ly/3e5egF5 報名。歡迎有志參與敬
拜讚美事奉弟兄姊妹參加，額滿即止。截止日期為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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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團林佩敏姊妹與李浩然弟兄(基督教聖恩會)締結婚盟，於明午(16 號)3:30 假九龍
觀塘功樂道 83 號觀塘浸信會舉行結緍典禮。因疫情緣故，未能逐一邀請觀禮，而一對
新人已安排明午 3:30 在教會副堂安排婚禮直播，現仍有少量名額，想一同觀看直播的
弟兄姊妹可盡快報名 https://forms.gle/kCTKSd44sXPBehUP6 ，額滿即止。另直播完畢
後，一對新人預備了一架 28 座小巴，4:30PM 在教會留下開出，接戴想與新人拍照的
弟兄姊妹前往教堂。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約翰壹書 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