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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王】 
詩集：祢是王，2 

曲：吉中鳴   詞：鄭楚萍 
 

神祢極偉大，萬有都歸祢， 

主宰一切，祢是王， 

尊貴主，我景仰， 

屈膝祢前，讓我頌讚祢。 
 

【祢是榮耀的君王】 

詩集：新歌頌揚，359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和撒那歸於大衞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最真實的我 Just as I am】(國) 

詞曲: J-US 2nd Live Worship Album [Born Again] 

中文歌詞：新生命小組教會敬拜團 
 

祢全然的愛我，最真實的我， 

祢全然接納我，即或我軟弱， 

生命中的每一步， 

有祢豐盛恩典， 

使我更靠近祢。 
 

祢全然的愛我，緊緊擁抱我， 

祢全然接納我，永不離開我， 

 

 

生命中的每一步， 

有祢豐盛恩典， 

使我更靠近祢。 
 

副歌： 

我只想要藏在祢翅膀蔭下， 

渴求能更多停留在祢同在， 

生命最大的盼望， 

就在祢恩典之中， 

祢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詩集：同心敬拜，37 
 

1.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要尋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祢。 
 

2. 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副歌： 

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使列國歸向祢。 
 

【三一頌】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 

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 

同心讚美父、子、聖靈。 

阿們！ 

 

 

 
 



講道大綱 

一. 講題：接納的團契人生 

二. 經文：徒 9：1-31 

三. 主旨：以神對我們的接納作為基礎和動力，學習接納自己和別人，促進親和力， 

突破隔膜和分歧，結連和祝福更多生命。 

四. 金句：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使徒，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向他 

說話，他在大馬士革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徒 9：27） 

五. 大綱： 

1. 主耶穌接納掃羅（徒 9：1-31） 

a. 掃羅不接納主（v1-2） 

b. 主接納掃羅（v3-9） 

c. 亞拿尼亞接納掃羅（v10-19）：你只管去（v15）--順服神，冒險接納 

d. 猶太人不接納掃羅（v20-25） 

e. 巴拿巴接納掃羅（v26-29a）：信徒害怕、不信任掃羅（v26） 

f. 猶太人不接納掃羅（v9b-30） 

g. 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v31） 

 

2. 接納的團契生命 

a. 接納____________（弗 1：3-7） 

b. 接納____________（提前 4：6；提後 2：1-6） 

c. 接納____________（林後 12： 7-9） 

d. 接納____________（提後 4：6-8） 

e. 接納____________（士 6：12-16） 

f. 接納_____________（出 3：9-18） 

 

3. 接納的團契人生 

- 接納上帝、自己、家人、教會、小組、同工、朋友 

 

六. 回應 

1. 接納神的愛，以愛還愛，接納自己、家人、教會、小組、同工及朋友。 

2. 委身小組，促進小組的接納性和安全感，以至組員更放心和真實地分享。 

3. 既然小組不是排外的「小圈子」，立志一起發揮接納的態度和氣氛，歡迎 

更多新組員加入，共享團契生活。



報告事項    

1. 歡    迎 歡迎蒞臨，同心聚會，首次蒞臨的來賓，敬請惠賜聯絡資料。 

2. 聖餐主日 今日是聖餐主日合堂崇拜，早堂時間：9 時 15 分-10 時 45 分，午堂

時間：11 時-1 時，敬請預備心靈，省察生命，記念恩主，內心敬拜！ 

3. 團契人生 我們在 2 月 17 日至 4 月 7 日舉行「團契人生」相交之旅，第二週主

題：接納的團契人生，內容包括《團契人生》書籍閱讀、講道信息

及崇拜後的分組（7 次，每次 1 小時；早堂小組：半小時），請各

小組的弟兄姊妹同心參與。至於未入組的弟兄姊妹，請報名參加「團

契人生」相交小組，為期 7 週，之後將再按情況編排加入小組。 

4. 書籍領取 教會贈送《團契人生》書籍予 2018 年的事奉人員，另以每本$50 優

惠價（37 折）售予弟兄姊妹，請到接待處領取書籍 / 購買書籍。 

5. 受浸課程 「新生命新生活」受浸課程，將於 2 月 24 日下午 2 時 45 分開課，

歡迎有心志受浸及轉會的弟兄姊妹參加，請到接待處報名。 

6. 浸宣課程 恩典聖經神學院（浸宣香港神學院）舉行「從腦到心」課程，日期：

3 月 18-23 日，日間課程：下午 2:00-5:30，晚間課程：晚上 6:45-10:15，

內容：整合三一神的靈性課程，講師：Dr. David Eckman（粵語傳譯），

費用：將來在神學院報讀證書課程或旁聽：600 元，報讀學士或碩

士：800 元，地點：浸宣恩雨堂（油麻地），歡迎到接待處報名。 

7. 外借場地 教會將於 2 月 25 日至 3 月 27 日外借場地，作為音樂節比賽場地。 

8. 奉獻目標 教會今年的奉獻目標如下，請同心奉獻，使神家有糧，發展聖工。。 

項目 年度 差傳 神學生 撒馬利亞 

目標  3,700,000  525,000  183,000  10,000 

累計   358,716   14,700   11,500   2,000 

尚欠  3,341,284  510,300   171,500   8,000 
 

9.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43 午堂：113 青少：22 普崇：22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神學生 

各堂獻金 46,579 1,100 6,700 5,500 

記名奉獻 9 人 3 人                                                                                                                                                                                                                                                                                                                                                                                                                                                                                                                                                                                                                                                                                                                                                                                                                                                                                                                                                                                                                                                                                                                                                                                                                                                                                                                                                                                                                                                                                                                                                                                                                                                                                                                                                                                                                                                                                                                                                                                                                                                                                                                                                                                                                                                                                                                                                                                                                                                                                                                                                                                                                                                                                                                                                                                                                                                                                                                                                                                                                                                                                                                                                                                                                                                                                                                                                                                                                                                                                                                                                                                                                                                                                                                                                                                                                                                                                                                                                                                                                                                                                                                                                                                                                                                                                                                                                                                                                                                                                                                                                                                                                                                                                                                                                                                                                                                                                                                                                                                                                                                                                                                                                                                                                                                                                                                                                                                                                                                                                                                                                                                                                                                                                                                                                                                                                                                                                                                                                                                                                                                                                                                                                                                                                                                                                                                                                                                                                                                                                                                                                                                                                                                                                                                                                                                                                                                                                                                                                                                                                                                                                                                                                                                                                                                                                                                                                                                                                                                                                                                                                                                                                                                                                                                                                                                                                                                                                                                                                                                                                                                                                                                                                                                                                                                                                                                                                                                                                                                                                                                                                                                                                                                                                                                                                                                                                                                                                                                                                                                                                                                                                                                                                                                                                                                                                                                                                                                                                                                                                                                                                                                                                                                                                                                                                                                                                                                                                                                                                                                                                                                                                                                                                                                                                         4 人 2 人 
 

10. 下週安排 聚會 早堂 午堂 

講員 翁鏡開姑娘 

主席 甄敏清 

伴奏 陳嘉璇   羅偉業 

和唱 梁宇健   詹春霞 

司事 甘露薇   鄧佩華 林正貞  林文珊  蘇菁敏 

影音 王志堅 劉康龍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外借場地：求神加添能力給藹芸、Ada，安排外借場地，發揮社區服侍和見證。 

2. 閱讀中心：願神祝福閱讀中心的高考研習小組，幫助會員應考的心靈和能力。 

      

二 .  團契部  

1. 團契人生：感謝神招聚 60 位弟兄姊妹參加上週之「團契人生相交小組」，一起 

     分享「真實的團契人生」。求神繼續帥領「團契人生相交之旅」，幫 

     助牧者預備講道和小組資料，招聚各小組及未入組的弟兄姊妹同心 

     參與，藉著 52 天《團契人生》個人閱讀、講道信息及小組分享，一 

     起深化彼此相愛的關係。 

2. 成長計劃：求神保持「少年成長計劃」50 位參加者的學習動力，恆常出席和投 

     入參與。求神加力予翁姑娘及各組導師，並感動弟兄姊妹奉獻贊助 

  美食予每月一次的特別活動。 

 

三 .  敬拜部  

1. 崇拜司事：我們為司事的愛心事奉而感恩，願神藉著他們的事奉，讓每位崇拜 

     的參加者都感受到歡迎、接納和招待！ 

 

四 .  傳道部  

1.  喜 陽 陽：喜陽陽已於週五返回宣教工場，求神幫助她適應辦公室的行政服侍。 

2. 蝴    蝶：願神繼續帶領蝴蝶的營商宣教方向，預備合作伙伴，打開申請中     

     介牌照的門。 

3. 英德助學：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奉獻支持英德助學的慈惠宣教，讓貧困的受助者 

     得著具體的經濟支援，繼續學業，經驗神的慈愛！ 

 

五 .  教育部  

1. 受浸課程：求神招聚有心志受浸或轉會的肢體參加「新生命新生活」受浸課程。 

2. 浸宣課程：願神祝福浸宣的神學教育工作，招募信徒參加「從腦到心」課程。 

 

六 .  肢體  

1. 請為教會今屆的 DSE 考生代禱，求神厚賜心靈的平安、身體的健康、溫習的智 

 慧、屬靈的守望及家人的支持。 

2. 求神繼續保守簡世伯的康復，軟化他的心靈，早日相信主耶穌，得享永生福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