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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宣召

眾坐

「神啊，願祢崇高過於諸天！願祢的榮耀高過全地！主我的神 眾立
啊，我要一心稱讚祢；我要榮耀祢的名，直到永遠。」
(詩 108:5, 86:12)

頌唱

獻給我天上的主

眾立

因為祢先愛我們
祢的愛
講道

躺平與安息

眾坐

回應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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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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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我天上的主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
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你
主你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
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
感激你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 讚美給你
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 敬拜永遠歸給你
為你我獻上頌讚
為你我獻作活祭
讓我永化作活祭
因為祢先愛我們
除祢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站祢面前我可痊癒
是因祢為我釘十架
祢的寶血洗我罪
祢誠然擔當我們的罪
因祂受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祂受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如羊走迷了路
祢把我尋回祢身旁

祢的愛
祢創造宇宙萬物統管一切所有
但祢卻關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
祢手鋪陳天上雲彩打造永恆國度
但這雙手卻甘心為我
忍受徹骨釘傷苦痛
祢公義審判萬民聖潔光照全地
但祢卻一再賜恩典一再施憐憫
給我機會回轉向祢
祢的愛如此溫柔超乎我心所想
這樣大有能力的主竟捧我在手掌心上
祢的愛如此深切我知我無以報答
但願倒空我的生命學習祢謙卑的樣式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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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我愛祢
因為祢先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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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與安息

講員：鍾文珊傳道

經文：馬太福音 11:25-30

日期：2021.06.12

25

就在那時候，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讚美你，

因為你把這些事向智慧和聰明的人隱藏起來，卻向嬰
孩顯明。

26

父啊，是的，這就是你的美意。

27

我父

已經把一切交給我；除了父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
所願意啟示的人，沒有人認識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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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所有勞苦擔

重擔的人哪，到我這裡來吧！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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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應當負我的軛，向我學習，你們
就必得著心靈的安息；

30

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
大綱：
1. 耶穌的安息：回到創造的秩序
2. 合適的軛、輕省的擔子：看見生命的主，看見生命
反思/應用：
1. 你想到身上有沒有擔子或者軛，使你感到疲倦、勞
苦、不平嗎？是來自什麼呢？你能夠到耶穌那裡，
從耶穌那裡得到「安息」嗎？
2. 今天，你對耶穌所帶來的「安息」有沒有新的理
解？你願不願意負耶穌的軛，重整生命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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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就《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
將會延長 14 天。辦公時間由星期二至星期五早上 10:00 至晚上 10:00 (若晚上沒有任何地方
使用之預約，當晚教會只開放至晚上 8:30) / 星期六早上 11:00 至晚上 10:00 / 星期日早上
9:00 至 5:00。
另各團組及層部負責人在使用地方前務必先向教會幹事預約，教會將按人數及需要平均
地分配予不同團組使用。以下是按現時限聚令 30%要求，教會各個聚會位置的人數安排：
ZONE 1 - 24 人 / ZONE 2 - 24 人 / ZONE 3A - 10 人 / ZONE 3B - 10 人 / 會議室 - 6
人 / 詩班室 - 7 人 / 副堂-前面 - 10 人 / 副堂-後面 - 10 人 / 梳化 - 5 人
2. 明天(13 號)8:45 至 9:30am 有主日實體+網上晨禱會，鼓勵弟兄姊妹同為教會守望禱告。
3. 教會將於 9 月 12 日(sun)崇拜後 11:45am 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第 17 屆(任期 2022-2023 年)
執事選舉，亦發出了提名信給 46 位獲「初步提名」的肢體(初步提名名單已張貼於教會
壁報板，歡迎參閱)。6 月 27 日 2:30pm 有「執事事奉分享祈禱會」，接獲「初步提名」的
肢體務必 出席，同來了解執事崗位事奉及教會的未來發展情況，並請經過祈禱慎思考慮後，
於本月 7 月 18 日前填交回條給周牧師或 MEDLEY 回覆是否接受提名，並請說明理由。
4. 本堂基督少年軍召募新隊員，歡迎家長為已滿 8 歲兒童報名參加，截止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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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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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少量名額)2.初小級音樂聖經班(升 P2~升 P.4)；
(尚有少量名額)3.高小級 STEM 聖經班(升 P5~升 F1)。(FULL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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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少青層暑期活動 (附件介紹)
宣道會聯合青少年營會（日營）2021「TOUCH」
1 位隊長(DSE 或導師)+3 位年青人組成一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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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可參少青層壁報板上的宣傳海報。
招募隊長：帶領年青人進行活動，需接受營前訓練。
招募義工：在戶外遊戲地點、營會基地或晚會提供協助，需接受營前訓練。
晚會地點：宣道會信愛堂
日期：2021 年 8 月 9 日至 8 月 11 日(星期一至三)上午 11 :00 至晚上 9:30
及 2021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1 :00 至下午 5:00
招募對象：應屆 DSE 學生或以上。
營前訓練：29/6，6/7，20/7，3/8。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約翰壹書 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