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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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
稱頌你的名。我要天天稱頌你，我要永永遠遠讚美
你的名。耶和華是至大的，配受極大的讚美，他的
偉大無法測度。(詩 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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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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月明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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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向祢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 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 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 腳步不離

連於祢
要常在你裡面 要常在你裡面
凡有耳可聽 便應當承認
你常在我裡面 我要常在你裡面
凡有耳可聽 便快快的聽
離不了你 我是枝子 你是葡萄樹
連於你 在你恩手那有難成事
願你修剪 我頑逆的枝節
清洗我 最深的不潔

神大愛
我唱出 神大愛
神豈有難成的事
人生路 常起跌
祢話語叫我永不動搖

復興我
求主更新復興我
讓我禱告到達祢寶座前
打開天窗 傾福賜下
渴慕祢靈 來充滿我

在世間 能遇祢
迷了路 有主引導
常施恩 常看顧
祢杖扶持 祢竿引領

求主一生用我
願祢旨意行在我一生中
每天更新 過得勝生活
榮耀祢 天天分享主愛

何時我跌倒 何時祢扶持
危難遇風雪 祢必庇佑
前途在祢手 牽我到白頭
守護我 從今天起
直到永遠

我的心 與我靈
願意一生尊祢為大
獻我心 獻我靈
讓我進到祢慈愛居所
我的心 與我靈
願意一生尊主為大
獻我心 獻我靈
燃亮我 再次復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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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這就是承認他的名的

 講道大綱 
講題：聖靈與禱告

講員：郭慧珠牧師

經文：羅 8:26-27 猶 20-21 弗 6:18-19

日期：2021.05.29

羅 8:26-27
26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的軟弱上幫助我們。原來我們 不曉得應
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不可言喻的歎息，替我們祈求。27 那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心意，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
求。
猶 20-21
20
但你們呢，親愛的，你們要在至聖的信仰上建立
自己，在
聖靈裡禱告，21 要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憐憫，直到永生。
弗 6:18-19
18
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隨時在聖靈裡祈禱，並且 要在這事
上恆久警醒，為眾聖徒祈求。19 也要為我祈求，使我傳講的時候，
得著當說的話，可以坦然無懼地講明福音的奧祕。
大綱：
1. 我們的軟弱，聖靈的幫助
2. 在聖靈裹禱告 5W：Wait，Weak，Worship，Word，Walk
3. 靠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反思/應用：
1. 多禱告多有力量，少禱告少有力量，沒禱告沒有力量，你的選
擇是甚麼？
2. 誠邀你從今天開始，每星期為自己/家人/教會/香港/中國/世界，
每一項用 5 分鐘禱告一次，你一定做得到的。
3. 一個月後，揾一位團友分享你的體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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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明天(30 號)崇拜後 11:30am 召開 2021 年度會員大會，請每位已
報名的會籍會友準時出席，若這兩天因突發情況未能出席者，請務必
致電 2796-0703 或 Whatsapp 通知幹事。
2. 本週三(2 號)8:30-9:30pm 有週三網上祈禱會，鼓勵弟兄姊妹透過
ZOOM 在家參與，同心禱告。
3. 教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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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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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今年周師母和方靖瑤姊妹正籌辦 DSE 試後 Do Something Else 活動。
日期為 6 月 8、10、15、17 共 4 天的 DSE Program，內中有自我
探索，從聖經中看使命，升大專的準備，社會關顧和實踐，仲有親親
大自然。希望邀請今屆 DSE 肢體一起參加，當然歡迎邀請你的 DSE
同學。詳情及報名請聯絡周師母，截止日期 5 月 31 日，以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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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6-30 日(Mon-Fri)10am-12nn 舉行「兒童暑期聖經班」
今年將分三級報名： 1.幼稚級音樂聖經班(升 K1~升 P.1)；2.初小級
音樂聖經班(升 P2~升 P.4)；3.高小級 STEM 聖經班(升 P5~升 F1)。
每班名額各 20 人，每位費用$150，6 月 20 日截止報名或額滿即止。
詳情請參閱教會報告版海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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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宣道會聯合青少年營會［宣青 BOND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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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