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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眾坐

宣召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聲，歡呼歌頌！
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頌祂！
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詩 98:4-6)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眾立

頌唱

眾立

求充滿這地
尋求是祢聲音
講道

上主訂造藝術品！

眾坐

回應

成為我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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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全地高聲讚頌
頑石都開口 深海在唱歌
榮耀至聖上帝
從那日出之處到日落那方
除祢再沒別神
地裂天打開 天軍響號角
救恩公義臨到
頌唱哈利路亞
頌唱哈利路亞

我心歸於我神
讚美從心吶喊

求充滿這地
喔主 感謝祢創造這土地
以永恆話語 賜下無限生命
用恩典的馨香氣息 祝福這地
讓我們全心跟隨祢帶領

尋求是祢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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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尋求是祢聲音 迷糊沒有灰心
來重拾我心志 靠著祢都勇敢
尋求是祢聲音 迷糊沒有灰心
仍然愉快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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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d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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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我異象 Be Thou My Vision
懇求心中王，成為我異象，
萬事無所慕，惟主是希望！
願你居首位，日夜導思想，
工作或睡覺，慈容作我光。

喔主 感謝祢創造這土地
以慈愛澆灌 以喜樂耕耘
用無數的白晝黑夜 孕育這地
順服的人情 感恩的心情
現在都只願 以基督的心為心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
我願常跟你，你作我良伴。
你是聖天父，我得後嗣權，
你住我心殿，我與你結連。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醫治這地
痛苦疾病要過去 神蹟在運行
主求祢充滿我們 來轉化這地
黑暗權勢要離去

不掛意富裕，不羨慕虛榮，
主是我基業，一直到永恆。
惟有主基督，能居我心中，
祂是天上王，勝珍寶權能。

主求祢充滿我們
全地看見祢榮耀
主求祢充滿我們
全地尊榮祢聖名

天上大君王，輝煌的太陽，
我贏得勝仗，天樂可分享。
境遇雖無常，但求心中王，
掌管萬有者，永作我異象。

來醫治這地
祢復興降臨
來轉化這地
為祢而站立

一生祝福 永不停息
世代因祢愛延續 呼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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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訂造藝術品！
經文：出埃及記 31:1-11，39: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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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陳朗欣傳道
日期：2021.05.22

2

耶和華對摩西說： “看哪，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名召
3
4
他。 我也用神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有能力作各樣的手工， 可
5
以設計巧工，可以用金、銀、銅製造各物。 又可以雕刻寶石，鑲嵌寶石；可以雕刻木頭，
6
製造各樣巧工。 看哪，我已經指派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子亞何利亞伯和他同工；所有心
7
裡有智慧的人，我也把智慧賜給他們，使他們可以作我吩咐你的一切工作， 就是會幕、法
8
櫃和櫃上的施恩座，以及會幕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桌子上的器具，純金的燈臺和燈臺上
9
10
的一切器具、香壇、 燔祭壇和壇上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彩衣和亞倫祭司的聖衣，
11
以及他兒子們供祭司職分的衣服、 膏油和聖所使用的芬芳的香，他們都要照著我吩咐你
的一切去作。”
32

於是，帳幕，就是會幕的一切工程都完成了；凡是耶和華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著
33
作了；這樣，他們就作完了會幕的一切工程。 他們把帳幕、會幕和會幕的一切器具都帶
34
到摩西那裡，就是鉤子、木板、橫閂、柱子、柱座、 染紅公山羊皮的蓋、海狗皮的蓋和
35
36
37
遮蓋至聖所的幔子、 法櫃、櫃槓和施恩座， 桌子、桌子上的一切器具和陳設餅， 純金
38
的燈臺與燈盞，就是擺列在燈臺上的燈盞和燈臺上的一切器具，以及點燈用的油； 金壇、
39
膏油、芬芳的香和會幕的門簾； 銅壇、壇上的銅網、壇槓、壇上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
40
盆座； 院子的幔幕、柱子、柱座、院子的門簾、繩子、釘子和帳幕，以及會幕一切使用
41
42
的器具； 在聖所供職用的彩衣、祭司亞倫的聖衣和他兒子供祭司職的衣服。 這一切工
43
作，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樣作。 摩西查看了一切工作，見他們所作的，
完全是耶和華吩咐的，就給他們祝福。
大綱：
1. 上主訂造藝術品----會幕的故事
2. 神按藝術家的名呼召他、以神的靈充滿他、又任命助手，召集團隊。
3. 會幕工程是屬靈領袖與藝術家團隊協作的典範
4. 藝術與神的群體
5. 放眼看世界
6. 上主真正要訂造的藝術品
反思/應用：
1. 在這道裡，神如何與你相遇？你最感深刻是哪個訊息？
2. 這段經文如何更新你對藝術藝術家與教會群體的關係的理解？
3. 你認為信愛堂已有哪些 或 可開展哪些 造就教會的藝術項目？藉這些藝術項目，教
會群體／神的國可如何被建立？（大家來個 brain storming~ 可藉教會四大角色
（WIFE）來檢視：Worship 敬拜
Instruction 教導
Fellowship 團契
Evangelism 宣教差傳服侍
4. 若小組來一個簡單的「藝術項目」，你想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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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謝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動員部幹事陳朗欣傳道蒞臨證道，願主賜福
堅立陳傳道為主所作聖工。
2. 明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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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會 5 月 30 日上午 11:30am 召開 2021 年度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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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仍未報名
之已受洗或轉會加入本堂的會籍會友盡快透過 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Rfryv5o1djfwBneo7 )填寫出席意向，讓教會確保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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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今年應考 DSE 青年人完成考試惑恩，師母預備了 DSE 後 DO
SOMETHING ELSE 4 天的活動(6 月 8、10、15 及 17 日)，內容有：
認識自己、尋找上帝召命、作大專生的準備及大專生在社會上的使命
等，鼓勵 DSE 青年人參與，可向師母報名及查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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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會將於 10 月 31 日(sun)下午舉行第 66 屆浸禮，有意申請者請盡快
向 Medley 索取申請表，並於 5 月 30 日前提交，並預留時間參加
7 月 4 日- 9 月 5 日主日學時間舉行的會員預備班。
7. 教會將於 7 月 26-30 日(Mon-Fri)10am-12nn 舉行「兒童暑期聖經班」
，
需要大量導師及總務人手，可參與事奉者請聯絡周師母。另外，兒童
層招募主日兒童崇拜導師，有感動服侍兒童的肢體，請聯絡周師母。
8. 宣道會聯合青少年營會［宣青 BOND2021 -「TOUCH」］。將於 8 月
9-12 日進行 4 天日營，邀請年青人透過實境遊戲，在城市中追尋耶
穌基督的身影，在晚會中經歷祂的觸摸和醫治。詳細內容可參宣傳
海報。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壹書 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