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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預備清潔及喜樂的心靈敬拜主

眾坐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眾立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
祂。」(詩 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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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約四 23)

讚美三一上帝
【版權屬 同心圓 所有】

讚美 三一上帝
聖潔 尊貴 恩深
聖父 聖子 聖靈
奧妙 配得敬拜
基督彰顯的愛無盡美麗
甘心釘死苦痛成就救贖
這奇妙恩典 述說聖父的愛
世界唱和同聲
應許一生皆有聖靈引導
居於心中給予隨時幫助
同在至高處 同尊同榮
榮耀三一上帝

避難所【版權屬 原始和聲 所有】
藏我在祢的翅膀下
就在那裡 祢用慈聲對我說話
白日太陽必不傷我
夜裏月亮也不害我
此刻 只有耶穌 作我的保障
再一次 呈獻我心於主祢面前
唯獨祢 能軟化此心使我歡愉
在世間
再沒有別人可以奪去我的思緒
我的一切全屬主祢
我的一切也都歸祢
耶穌 耶穌作我避難所
祢吩咐祢的使者保護我
用祢的雙手托著我
耶穌 祢必親眼觀看 親耳應允
我每個祈求 每個禱告
耶穌 我只要祢 耶穌

一生的福氣【版權屬 同心圓 所有】
主 祢是我找了半生的寶貝
變賣了一切也不會枉悔
何用後悔 因我已得著祢
主 這是我一生也不配的愛
救贖我捨身以寶血遮蓋
從今天起 一世追隨基督愛祢
路窄 但祢伴我走過 路遙 如父親擔起我
是祢無條件的愛 明瞭愛裡沒有懼怕 邁步前方
祢叫心靈貧窮的得天國 飢渴慕義也得飽足
哀傷者得安慰 溫柔的得地土
讓那清心的人看得到祢 憐憫愛護人也得恩恤
使人和睦的是神兒子
為祢名 為義受逼迫的得天國
歷世如雲彩高唱 牧人和羊的凱歌
看到人流浪與失喪 莊稼熟透 願祢差僕人收割
主 慶幸我找到最好的福氣
背十架犧牲我都覺得美 能甘於捨棄
因我能付托終身是祢
讓我知道受苦都可有福 因我 已得著祢

主祢永遠與我同在【版權屬 約書亞樂團 所有】
祢危難臨到 我信靠你 深知你必領我渡過
你信實 為我堅持 到最後
當暴風雨向我靠近 有你同在我不至畏懼
你是我的牧者 我所倚靠
每個夜 每一天
我知你永遠在身邊
主你永遠與我同在 在你裡面沒有改變
你的堅定 從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遠
靠你豐盛應許站立
我的未來在你手中
堅固磐石 全能真神
我敬拜你

 講道大綱 
講題：逆境當自強

講員：瞿愛連牧師

經文：傳道書 3:1；列王紀上 19:3-9、12-13、15-18 日期：2021.11.06
傳道書3:1 萬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列王紀上19：3-9 3 以利亞害怕，就起來，逃命去了。他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就
把自己的僕人留在那裡。4 他自己卻在曠野走了一天的路，來到一棵羅騰樹下，
就坐在那裡求死，說：“耶和華啊，現在已經夠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並
不比我的列祖好。” 5 他躺在那棵羅騰樹下，睡著了。忽然有一位天使拍他，說：
“起來，吃吧！” 6 他張眼一看，只見頭旁有用炭火烤的餅和一瓶水。他就起來吃
喝，然後又躺下去。 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回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要
走的路程太遠了。” 8 於是他起來吃喝，靠著那食物的力量，他走了四十晝夜，直
走到 神的山，就是何烈山。9 他在那裡進了一個洞，就在洞裡過夜。耶和華的
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幹甚麼？”
19：12-13 12 地震過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低微柔和的聲音。13 以
利亞聽見了，就用自己的外衣蒙著臉，走出來，站在洞口。忽然有聲音向他說：
“以利亞啊，你在這裡幹甚麼？”
19：15-18 15 耶和華對他說：“你離去吧，從你來的路回到大馬士革的曠野去。你
到了那裡，就要膏哈薛作亞蘭王。16 又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膏
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你作先知。17 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
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殺死。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下七
千人，他們全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與巴力親過嘴的。”

思考問題：
1)你的人生到目前為止遇過多少次災難，請分享你的經歷；
2)你對自己的精神健康評分合格嗎？
3)請填上答案：
i)人處於逆填境的時候不是叫人坐著__、__、__，是要人起來先__好自己
的心身靈；
ii)天使兩次拍醒以利亞，要他接受挑戰向__山走，走了__晝夜
iii)以利亞在洞中聽到肉耳能聽到的___聲音
iv)以利亞順服領受神新的__
4)請分享你對壓力的看法。
5)神有那些的作為幫助你絶處逢生呢？(好好休息/神的推動力/神的話語/
神的使命)
他喜愛的是耶和華的律法，他晝夜默誦的也是耶和華的律法。 (詩篇 1:2)

家事報告/為世界禱告
1.

2.

3.

4.
5.

6.

7.

政府刊憲延續現行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的有效期 14 天，即未達接
種疫苗要求，只獲放寬場地可容納 50%，由 10 月 28 日起生效至
11 月 10 日(Wed)為止。青崇直播連結 將由導師於崇拜當日聚會開
始前經 WhatsApp 及 Signal 團契群組發放。
感恩第 66 屆浸禮已圓滿完成，各人的見證都是主恩典的記號，鼓勵
大家可以看看。願大家繼續在主內成長，跟隨基督。
暑假期間，有 8 位年青人代表信愛堂參加由基督教聯會舉辦的「東
九聯堂籃球賽」，在高級組三人籃球賽中勇獲總亞軍，得獎球員名
單如下：黃子惺、鄭曉哲、梁敬樂、蘇朗進、孔慶滔、謝子朗、許
富佳、蔣燿光。
下週六(13 號) 上午 10:00-1:00 舉行 福音行動日 (保羅團統籌)。鼓
勵大家進入人群中分享福音。
27/11 將舉行差傳合團，我們將於崇拜後外出，認識與考察九龍城泰
國人社區，並會有泰人恩福中心負責人分享他們的服侍，請大家預
留時間參加(3:15-6:00pm)。另外，中心每年需自行籌募營運開支，
以便持續服侍居港的泰國人，今年籌款活動將於 11 月 20 日(Sat)上
午 10:30-12:00 舉行，若想以金錢支持他們的工作，可向郭牧師查
詢。
本堂執事會副主席郭樂生弟兄之妹妹與安得烈團郭廣生弟兄之二姐
郭妙心姊妹(浩霖的姑媽)因血癌復發，於上主日(31/10)上午在新加
坡醫院安息主懷，隨後於週三(3/11) 舉行追思、安息及火葬禮儀，
在港家人及各地好友透過網上直播參與，願父神親自安慰他們。
明午(7 號)2:30pm 有 11 月份執事月會，請為教會聖工禱告。另本週
三(10 號)8:30pm 有週三祈禱會，下主日(14 號)8:45 至 9:30am 有主
日實體+網上晨禱會。鼓勵弟兄姊妹參與，同為教會守望禱告。
求天父也賜我們智慧與忍耐，去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與政府的政
策，了解並關心當中受影響的人。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林後 5:18)

宜在艱難哀傷中，發現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