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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至高是我主】 
詩集：全地至高是我主，1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 

並賜下寬容饒恕。 
 

【主信實無變】 

詩集：齊唱新歌第 05 集，4 
 

1. 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  

主愛已彰顯。慈愛主信實無變， 

  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2. 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 

 主愛更溫暖。慈愛主信實無變， 

 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 

副歌： 

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 

困苦，壓逼，憂心，掛念， 

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世界最美的聲音】曲、詞：馬啟邦 

同心圓專輯 
 

世界最美聲音，是罪人回轉的感恩，

金不換的回頭，見證神大愛的深厚。 

世界最美聲音，是罪人重生的感恩，

今天我不回頭， 

世界在後，十架在前頭。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經過危險網羅，飽受人間苦楚， 

此恩領我平安渡過，是祢扶持我。 
 

【天國在人間】曲、詞：霍志鵬 
詩集：TWS 原創歌譜，22  
 

求使我作祢和平之子，在爭競世界播

下美善，祈望真光照耀幻變歪曲世

代，俗世洪流清心見祢面。 

求給我一顆憐恤的心，在苦痛世界播

下盼望，凝望恩主笑臉釋放憂傷困

惑，盼這地世代重現天國。 

願見喜樂傳遍生機得再展， 

罪惡驅走，張眼看晴空廣闊， 

回復愛的真摯，心窩泛起讚頌， 

綻放笑臉滿愛歡唱。 

用我生命回應，譜出新讚歌， 

十架凱歌起奏，證神恩美善， 

投入愛相呼應，歡呼震響壯麗， 

萬有滿愛建世間天國。 

願祢國度降臨，父祢旨意成就， 

盼世上各地都歸向祢。 

願祢國度降臨，願見天國在人間， 

這世上各地榮耀全屬祢。 
 

【祢讓我生命改變】祢是王，26 
 

祢恩典豐富極深厚，每天保守， 

每一刻供應是足夠，夜深和白晝。 

頌讚祢，讓我生命改變， 

每刻在引牽，頌讚祢， 

萬世千載不變，身心皆奉獻。 
 

祢施恩普世像天雨，傾福於世間， 

細心的把我在看顧，關心無間。 

憐憫我，讓我生命改變， 

愛心日倍添，願靠祢， 

面對新的挑戰，身心皆奉獻。 



講道資料 

一. 講題：生命的改變 — 斷、捨、離 

二. 經文：約 4：6–29、39 

三. 主旨：從撒瑪利亞婦人的生命被主耶穌改變之心路歷程中，啟發「斷」、 

「捨」、「離」。（斷絕、捨棄、離開） 

四. 金句：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 

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 2：9） 

五. 大綱： 

1. 渴求活水（約 4：6-15） 

 
 
2. 接受基督（約 4：16-26） 

 
 
3. 生命改變（約 4：27-29、39） 

 
 
4. 總結︰「得著活水，永不再渴；得著救恩，傳揚福音。」 

 
 

六. 回應 

1. 斷的勇氣：請寫出一件需要勇氣繼絕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捨的決心：請寫出一件決心捨棄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離的立志：請列出一項立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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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謝 我們多謝岑允強先生今日蒞臨講道，願神報答和祝福他的事奉！ 

3. 長者聚會 團契部將於今日下午 2 時舉行長者見證感恩會，見證嘉賓：梁寶蓮

太婆、陳素琼婆婆，請踴躍邀請和陪同家人參加！ 

4. 會員大會 教會將於 12 月 15 日下午 1 時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議程：通過明年

財政預算；續聘李友文姑娘；聘請岑允強先生為行政傳道。敬請會

員領取會議通知書，預留時間出席。歡迎弟兄姊妹列席參加！ 

5. 短宣募捐 許俊傑（Jacky）弟兄是迦南團的大專生，將於 1 月 6–11 日參加學

園傳道會的台灣短宣，他需於 12 月 13 日前完成 4500 元之信心旅費

籌款，奉獻配額目標傳道部--$1000、青少區--$1000、成人區--$2500。 

請在奉獻封註明「許俊傑台灣短宣」。代禱信已張貼在壁報。 

6. 兒童詩班 兒童詩班（初小級）現正招募明年的參加者，導師：馮麗卿老師，

誠邀家長鼓勵子女參加，藉此讓孩童從音樂中學習敬拜和服事！ 

7. 運動課程 由於報名踴躍，「肌不可失」運動課程已經額滿，現正嘗試加開第

三、四班，對象：50 歲以上人士，費用全免。查詢及報名：曾小姐

（Karrie 姊妹），電話：55035373、26918105。 

8. 浸宣課程 恩典聖經神學院舉行舊約神學課程，講師：伍權彬牧師，歡迎報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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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00  183,000  10,000 5,000       

累計 3,352,175  262,839  217,700  12,500 7,500       

尚欠 347,825  142,161  --- ----  ---       
 

10.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45 午堂：131 普崇：25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33,828 5,200 1,000 

記名奉獻 12 人 3 人 2 人 
 

11. 下週安排 聚會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喜清牧師 

主席 甄敏清 

司琴  陳嘉璇 

和唱 梁宇健   詹春霞 

司事 甘露薇   鄧佩華 李靜芬  盧家輝  鄧寶琼 

影音 何少芬 陳達明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明年計劃：感謝神招聚 30 位弟兄姊妹參加上週日的會眾交流餐會，一起關心明 

年的教會計劃，同心共建神家，體現 Better Together！ 

2. 會員大會：求神招聚會員出席 12 月 15 日的會員大會，共商及通過各項議程。 

 

二 .  團契部  

1. 愛心行動：a. 感謝神祝福「肌不可失」運動課程的報名踴躍！ 

          b. 求神帶領今日下午的長者見證感恩會，使用太婆和素琼的見證！ 

          c. 願神動員各小組和肢體，一起參與捐血、報佳音等社區行動！ 

2. 少年計劃：請為第二屆少年成長計劃的招募工作代禱，求神特別加力給翁姑娘 

    聯絡及探訪區內學校，招聚學生參加明年 1 月的少年成長計劃。 

 

三 .  敬拜部  

1.  兒童詩班：求神鼓勵家長和孩子踴躍參加兒童詩班，學習敬拜和事奉天父！  

 

四 .  教育部  

1. 主 日 學：請代禱支持兒童及少年主日學的導師和事奉人員，發揮言教和身教。  

 

五 .  傳道部  

1. 台灣短宣：求神感動弟兄姊妹為 Jacky 代禱及奉獻，一起經歷信心，愛中得力！ 

2. 喜 陽 陽：喜陽陽宣教士於上週接受牙齒保健，求神保守她的牙齒和口腔健康。 

 

六 .  肢體  

1. 甘露薇（Amy）姊妹日前因咳嗽引致吐血而入院治療，經初步檢查排除是肺癆， 

 求神幫助醫生早日找出病因，對症下藥，徹底醫治姊妹。 

2. 嬋姐（迦勒小組）的兒子江貴強早前患上鼻咽癌，最近再發現肝臟有癌細胞， 

 現正接受化療，求主施恩憐憫，藉著療程控制癌細胞，使他經歷主恩！ 

3. 請繼續記念 Wendy、傳賢的媽媽、Carrie 和 Nickie，願神眷顧她們的身心健康！ 

 

七. 社會  

1. 經過上週區議會選舉，願社會從此逐步恢復和諧，並且帶來正面和健康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