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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繩愛索】詩集：神大愛，2 
 

來到祢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 

祢配得一切榮耀尊貴，祢是王掌管明

天。來到祢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

獻，惟獨祢愛我天天不改變， 

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慈繩愛索緊緊索引我，為我捨身背起

我罪，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

裏能得安穩。我願一生歇力同行，讓

我的心每天讚頌，徬徨人生不擔心，

因有祢伴我行，靠着祢能走出黑暗。 
 

【寶貴十架】(國) 詩集：頌主新歌，98     
 

主耶穌，我感謝祢，祢的身體，為我

而捨。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再次能看見。主耶穌，我感謝祢，

祢的寶血，為我而流。寶貴十架上，

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

俯伏敬拜祢。寶貴十架的救恩，是祢

所立的約，祢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革新全地】曲：伍家驊  詞：甄燕鳴 
 

我頻撲於荒誕乖謬亂世，看無數腳跟

正深陷爛泥，聽人力竭聲嘶，出路受

到牽制。回望光陰猝逝，一生怕荒廢。

誰愚頑自閉，傷創裂痕卻沒法遮蔽，

如頹垣敗瓦，正期待拆毀。 

副歌：  

求主革新全地，顧念弱勢卑微， 

迷失脫軌時代驟見生機； 

憑得勝的能力，揭示十架的真理， 

權柄榮耀國度全屬祢。 
祢名配得高舉光耀萬世，祢憐憫的恩

手醫治病危；盼能靠主清正公義突破

封閉，燃亮漆黑角落，彰顯祢尊貴。

求成為活祭，遵照諾言獻奉我一切，

神無窮大愛，盼全面發揮。 
 

【一生榮耀真神】曲：伍家驊 詞：甄燕鳴 
 

基督將身心擘開，成贖祭再造未來，

人罪孽全被遮蓋，降服來誠實悔改； 

懇請主更新我心，陶造這軟弱僕人，

全力學習效法神，行事步步用信心。 
 

從今一生為榮耀真神，立志獻上熱誠

認真，每天穿梭荒野城鎮，尋覓呐喊

聲音；傳講福音體察憐恤人，讓愛化

作導航霧燈，望迷路末代擺脫愁困， 

求成為活祭，順服祢指引。 
 

【自那天起–保羅之歌】 
詩集：盧永亨作品集 2 – 尋著您的那天 
 

大馬色途上主基督顯現，榮耀聖光忽

照在人面前；沒法解釋奇異刻骨的經

驗，但卻深知一生將要改變！ 

從前拚命逼迫世上信徒，還為自己當

天所作自豪；然而耶穌的顯現光照路

途，十架捨身的愛今親嚐到！ 
 

自那天起，全力奔跑崎嶇窄路， 

無懼困逼、不怕浪濤滔滔；夜冷風高， 

仍未想過瑟縮卻步，立志此生，忠主

所託終老！迢迢萬里，即使翻過暴雨

洪濤，茫茫夜晚，枕首之處全無； 

然而神恩典依舊鋪滿路途， 

讓我窮盡一生將主愛回報！ 
 

為了基督，無論經過多少試驗，名利

富足，一概拋卻身邊；病痛交煎， 

仍未改心底的信念：直至那天，必得

不朽冠冕！全力盡意將福音繼續遍

傳，毋問代價只想主愛蔓延； 

全憑神恩典相伴這數十年， 

就算有天傾出身軀也無怨！



講道大綱 

一. 講題：自那天起 

二. 經文：徒 9：1-31 

三. 主旨：效法保羅，如同保羅效法主耶穌，愛中得力，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四. 金句：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 

的名。（徒 9：15 ） 

 

五. 大綱： 

1. 生命改變‧不再一樣（林後 5:17、加 2:20、林前 15:31、徒 17:6） 

2. 外邦使徒‧同胞之情（羅 15:20、羅 11:13-14、羅 9:1-3） 

3. 剛強堅毅‧深愛柔情（林後 10:10、徒 20:29-38、林前 13） 

4. 宣教旅程‧建立教會（徒 13:1- 14:28；15:40-18:23；18:23-21:17；羅

15:24-28） 

5. 牧養書信‧身教言教（林前 1:1-2、11:1、4:6） 

6. 無懼險阻‧忠於使命徒（徒 20:22-24、林後 11:23-29、羅 8:35-37） 

7. 團隊伙伴‧生命傳承 （提後 4:9-13、提後 1:1-2、2:1-2、提前 5:23） 

8. 不枉此生‧永恆冠冕 （徒 26:19、腓 3:13-14、提後 4:7-8） 

 

 

六. 回應： 

1. 回應呼召：效法保羅，回應神的救贖呼召和事奉呼召，不單為自己和今

生而活，使人生帶有生活方向和永恆意義。 

2. 愛中得力：效法保羅，回應神的大愛，被基督的愛充滿、激勵和驅動，

成為一股無比的動力，愛神愛人。 

3. 佈道宣教：效法保羅，熱愛失喪的靈魂，不論是同胞或外族，近處或遠

處，得時不得時，務要傳道；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4. 相愛傳承：效法保羅，培育新一代的信徒，傳承生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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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 禱 會 本月之宣禱會將於 11 月 13 日（星期三）晚上 8 時舉行，主題：為

受逼迫的教會禱告，請同心參與！ 

3. 小組聚會 團契部將於 11 月 17 日（下週主日）1245--1500 時舉行小組午餐聚會， 

主題：跨代同堂，內容：如何建立不同階段的親子關係，包括家庭

關係、學業試途、教會生活、社會議題等等，形式：特約青少年與

家長分享經驗、問答交流、小組分享。歡迎踴躍參加！ 

4. 新書借閱 為了幫助弟兄姊妹更多認識基督教倫理，教會特別在接待處設「新

書借閱專區」，書籍內容包括：基督教倫理學、同性戀、土地房屋、

及社會參與，歡迎踴躍登記借閱，每人可借一本，每本可借 21 日，

如無他人輪候，可續借 14 日。 

5. 愛心捐血 教會於 12 月 22 日 2-6 時舉行愛心社區捐血站，目標是招募 50 人

參與捐血，施比受更為有福，請踴躍到接待處報名。 

6. 浸宣課程 恩典聖經神學院將於明年 1-3 月逢週二晚上 7-10 時舉行舊約神學課

程，地點：恩雨堂，講師：伍權彬牧師，歡迎報名參加！ 

7. 奉獻目標 今年尚有「年度奉獻」和「差傳奉獻」仍未達標，請同心邁向目標！ 

項目 年度 差傳 神學生 撒馬利亞 信徒進修 

目標  3,700,000  481,600  183,000  10,000 5,000 

累計 3,221,184  234,839 197,700  12,500 5,000 

尚欠 478,816  246,761  --- ----  --- 
 

8.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55 午堂：126 青少：19 普崇：19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神學生 差傳 信徒進修 

各堂獻金 112,766 700 114,600 1,500 100 

記名奉獻 28 人 2 人 7 人 2 人 1 人 
 

9. 下週安排 聚會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家業博士 

主席 周鴻斌 

司琴  馮嘉安 

和唱 許惠娟   蔡寶兒 

司事 甘露薇   鄧佩華 楊銘基  周靄明  潘詠佩 

影音 王志堅 許紹軒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奉獻目標：願神激勵弟兄姊妹甘心樂意奉獻，邁向奉獻目標，使神家有糧！ 

2. 明年計劃：求神帥領牧者和執事籌備明年的教會計劃、行事曆和財政預算。 

 

二 .  敬拜部  

1.  兒童詩班：願神招聚更多小孩子參加兒童詩班，自小學習敬拜神的事奉！ 

 

三 .  教育部  

1. 新書借閱：求神挑旺弟兄姊妹閱讀屬靈書籍的心志，從而吸收更多的屬靈養份。  

 

四 .  傳道部  

1. 宣 禱 會：願神招聚弟兄姊妹參加宣禱會，禱告記念受逼迫的教會！ 

 

五 .  團契部  

1. 愛心行動：願我們以愛還愛，動員各小組和弟兄姊妹，一起成為和平大使，藉 

         著參加第四季的捐血、報佳音、音樂聚會、感恩分享會、二賣物品 

      等行動，為火炭社區注入關愛的正能量！ 

2. 少年計劃：少年成長計劃將於 12 月 28 日舉行年終慶祝會暨家長聚會，並將於 

     明年初舉行第二屆少年成長計劃，求神加力給翁姑娘進行籌備工作。 

 

六 .  肢體  

1. Wendy（蔡惠嬋姊妹）已於 11 月 7 日完成腫瘤手術，請為她的康復代禱！ 

 安，讓姊妹經歷神的保守和醫治！ 

2. 傳賢的媽媽於上月意外受傷，引致腰部少許骨裂，影響活動能力和心情，求神 

 保守伯母的身心早日康復，經歷神的安慰和醫治！ 

3. 願神每天眷顧 Carrie 和 Nickie 兩位懷孕的姊妹，祝福她們和胎兒的健康！ 

 

七. 社會  

1. 科大周梓樂同學不幸墮樓身亡，使到很多香港市民感到哀傷，求神安慰周同學 

 的父母、家人、友好和有心的大眾市民。願事件盡快得到公正的調查，平息民 

 眾的心情，避免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