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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屈膝祢跟前】 詩集：團契遊樂園 9 - 

信心之火，2 曲、詞：徐沛昕 
 

主，願我屈膝於祢跟前，主，願我的心

敞開，我願能尋覓祢，安躺於主手裡，

願祢能扶助我引導我禱。 
 

主，願祢的光普照世上，主，願萬口向

祢稱讚，盼望神憐憫，我這麼不配，願

祢能聆聽我這禱告。 
 

神啊，祢恩典萬般豐盛，澆灌了我心

窩，請祢導引我的心全屬於祢，我舉起

雙手為要單單稱頌祢，願祢能陶造我潔

淨我心。 
 

求我的一生被主使用，並時常尋見祢，

瞻仰十架，遇見主奇妙的愛， 

願作祢僕人侍主一生不枉過， 

願聖靈常在我內心指引。 
 

是祢的大愛，深深觸動我，助我脫離罪

惡，渡過黑暗，願我的心每天， 

緊緊跟隨祢，願我一生所有，永屬我主。 
 

【寶貴十架】(國) 詩集：讚美之泉 11 - 寶貴

十架、似乎在天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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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神的臉】詩集：靠著耶穌得勝，12 
 

「若我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著我臉，

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我便打

開天門，從天上垂聽著禱告，赦免罪孽， 

傾出恩典，醫好這地的傷處。」 

副歌： 

1.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

淨，願聖靈從頭復興我， 

化軟弱成壯健，憂傷得醫治， 

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2. 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

淨，願聖靈從頭復興每一個， 

化軟弱成壯健，憂傷得醫治， 

願這裡彰顯主的國。 
 

【立志擺上】曲、詞：DJS 詩集：立志擺上，1  
 

1. 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

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 

崇高主愛，恩深似海。 

2. 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拆改，

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 

延伸主愛，進入人海。 

副歌： 

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

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全是祢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在祢恩手裡，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

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 

陶造我裡面能盛載，神豐足的厚愛。 
 

【同心走天路】詩集：基恩敬拜--繼續向前行 

是祢愛的大能，差遣天使在我身邊， 

從地極到天邊，招聚我們一起， 

勇敢的向前，不需驚怕暴雨陰天， 

活著是已經不再是我！ 
 

副歌： 

1. 同心一起走這天路，同見證主恩夠

用，感激主在每天看顧我們， 

讓我不抖震驚慌！ 
 

2. 同心一起走這天路，同見證主恩美

善，手牽手在每天彼此關顧， 
靠著耶穌一生得勝！ 

https://cantonhymn.net/songalbum/%e5%9f%ba%e6%81%a9%e6%95%ac%e6%8b%9c-%e7%b9%bc%e7%ba%8c%e5%90%91%e5%89%8d%e8%a1%8c/


講道大綱 

一. 講題：使徒同行傳 

二. 經文：徒 15：1-35 

三. 主旨：學習使徒的個人生命榜樣，傳承初期教會的群體合一精神，實踐彼此相 

愛，體現愛中得力，跨越挑戰，同心走天路！ 

四. 金句：那時，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他們中間揀選人，差他們和保羅、巴拿巴同 

往安提阿去。所揀選的就是稱呼巴撒巴的猶大和西拉，這兩個人在弟兄 

中是作首領的。(徒 15:22) 

五. 大綱： 

1. 屬靈的權柄和角色 

- 耶路撒冷教會（徒 15：1-3，11：1-4、18，11：19-23，21：17-19） 

- 耶路撒冷會議（15：1-35）：議題（v1-5，加 2：1-10）、議論（v6-21）、 

議決（22-29）、執行（30-35） 

2. 屬靈的異象和使命（徒 1：8、15：3、7、14-15） 

3. 屬靈的關係和團隊（徒 2：41-47、15：2，4、22-23，7-11，13-19、30-35） 

4. 屬靈的生命和榜樣（徒 15：3、25-26） 

5. 屬靈的分辨和智慧（徒 15：2、7-11，13-19，6：1-6） 

6. 屬靈的尋求和印證（徒 15：1-35；1：23-26；太 18：15-17；加 6：1； 

林前 6：1-8） 

7. 屬靈的成果和榮耀 （徒 15：31-32、28：14-15、30-31；提後 4：7-8） 

 

六. 回應 

1. 承傳初期教會的共同福音異象和使命，同心走天路，向著標竿直跑。 

2. 效法彼得、保羅、巴拿巴、雅各的屬靈生命榜樣，對真理的認真和持守。 

3. 進求彼得、保羅、巴拿巴、雅各的屬靈分辨智慧，確定什麼是絕對和相

對，例如：聚會的禮儀、詩歌的風格、政治的見解，避免武斷和紛爭。 

4. 學習彼得、保羅、巴拿巴、雅各的屬靈群體關係，對合一的珍惜和保守。 

5. 參考彼得、保羅、巴拿巴、雅各的屬靈溝通技巧，藉著對話和會議，對

焦問題，彼此表達、聆聽、歸納，情理互動，疏解分歧，共守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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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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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宣 禱 會 傳道部將於 12 月 11 日（週三）晚上舉行宣禱會，主題：為受逼迫

的基督徒代禱，請同心出席！ 

4. 報 佳 音 敬拜部將於 12 月 24 日（平安夜）舉行報佳音，地點：御龍山會所

及火炭社區，練習時間：下午 6 時，出隊時間：8 時-10 時半，歡迎

弟兄姊妹、家長和兒童參加，請到接待處報名。 

5. 短宣募捐 感謝神透過弟兄姊妹的愛心奉獻，許俊傑弟兄的台灣短宣信心旅費

籌款，已經達標。請繼續同心代禱，詳情請參閱壁報或教會網頁。 

6. 捐 血 站 教會將於 12 月 22 日舉行愛心捐血站，歡迎報名，請留有關須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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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到接待處索取報名表格，或瀏覽教會網頁。 

8. 運動課程 「肌不可失」運動課程的參加者，請於 12 月 11 日上午往浸會大學

進行健康檢查。至於加開第三、四班之查詢及報名，請聯絡 Karrie

姊妹，電話：55035373、26918105。課程資料可參閱壁報或教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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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2,985  282,910  217,700  12,500 7,500       

尚欠 257,015  122,090  --- ----  ---       
 

10. 上週記錄 出席人數 早堂：48 午堂：114 青少：18 普崇：20 

各項奉獻 主日/月捐 感恩 差傳 

各堂獻金 81,210 9,600 20,071 

記名奉獻 24 人 7 人 22 人 
 

11. 下週安排 聚會 早堂 午堂 

講員 彭家業博士 

主席 劉玉芬 

司琴  馮嘉安   簡國衛 

和唱 楊銘基   王思明 

司事 關秀菁   林麗玲 鄧佩華  盧國洪  林文珊 

影音 王志堅 劉康龍 
 



代 禱 欄 

一 .  行政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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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政傳道：牧執團隊推薦岑允強先生任本堂行政傳道，願會員同心印證和支持！ 

 

二 .  團契部  

1. 愛心行動：a. 感謝神帶領上週的長者見證感恩會，老中青少，同沐主恩！ 

          b. 求神帶領「肌不可失」運動課程在 12 月 11 日進行的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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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學 生：潔盈正忙於神學院的功課，求神保守她的健康，加添學習的智慧。 

 

五 .  傳道部  

1. 台灣短宣：感謝神藉著弟兄姊妹的奉獻，與 Jacky 一起經歷信心，愛中得力！ 

 

六 .  肢體  

1. 天氣轉冷，請代禱記念教會的長者、小孩及長期病患者、復康者的身心健康！ 

2. 感謝神的保守 Wendy 無需接受電療和化療，而 Amy 也已經出院。請繼續為 

 貴強、傳賢的媽媽、Carrie 和 Nickie 他們代禱！ 

3. 游文欣姊妹的弟弟於週初意外不幸離世，遺下雙親、妻子和幼子，家人和親友 

 感到十分突然和傷痛！請懇切代禱記念游世伯和伯母、遺孀和幼子、文欣、 

 Jackyle、他們的兩位女兒、家豪（兄長）、珮欣（胞妹）、美珍（姑姐）、Carrie 

（表妹）、Tony（表妹夫），求神安慰和帶領他們過渡哀傷的歷程！ 

 

七. 社會  

1. 請代禱守望今日之「國際民權日遊行」，在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之下，盼望 

 參加者與警方保持克制和合作，消除 對立，逐步重建社會的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