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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期間請將手提電話調至靜音，並保持安靜，以示尊重。】 

程序  

主席：梁耀權弟兄 司琴：張淑儀姊妹 

1. 唱詩 ................. 〈My Savior First of All〉 .................. 主席 

2. 開始禱告 .............................  .......................... 溫漢煊弟兄 

3. 講道 ......................... 〈提後4:6-8〉 ............... 朱鶴峯弟兄 

4. 唱詩 .............. 〈主耶穌祢美麗奪了我心〉 ............... 主席 

5. 新圍村見證 .........................  .......................... 曾像賢弟兄 

6. 我所認識的吳弟兄 ..............  .......................... 馮智妍姊妹 

7. 牧人與父親 .........................  ........... 吳羚芳、吳羚芷姊妹 

8. 整全訓練神學院見證 ..........  .......................... 林澤揚弟兄 

9. 教會內在建立見證 ..............  .......................... 劉克華弟兄 

10. 唱詩 ......................... 〈謝千萬聲〉 .......................... 主席 

11. 結束禱告 .............................  .......................... 呂廣輝弟兄 

每一個程序之間，投射螢幕將會播放「主光哥的話」，
請大家屆時靜心聆聽，內容可參看場刊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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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歌詞 1 

〈My Savior First of All〉  

1. When my lifework is ended and I cross the swelling tide, 

When the bright and glorious morning I shall see; 

I shall know my Redeemer when I reach the other side, 

And His smile will be the first to welcome me. 

2. Oh, the soul-thrilling rapture when I view His blessed face, 

And the luster of His kindly beaming eye; 

How my full heart will praise Him for the mercy, love and grace, 

That prepare for me a mansion in the sky. 

3. Oh, the dear ones in glory how they beckon me to come, 

And our parting at the river I recall; 

To the sweet vales of Eden they will sing my welcome home, 

But I long to meet my Savior first of all. 

4. Thro' the gates to the city in a robe of spotless white, 

He will lead me where no tears will ever fall; 

In the glad song of ages I shall mingle with delight, 

But I long to meet my Savior first of all. 

Chorus: 

I shall know Him, I shall know Him, 

And redeemed by His side I shall stand; 

I shall know Him, I shall know Him 

By the print of the nails in His hand. 

【選自《聖徒詩歌》﹝美國見證出版社，2001﹞第 539 首，蒙總代理「基道出版社」允許使用，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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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歌詞 1﹝中文版﹞ 

〈第一羨慕是救主〉  

1.  當我人生工作畢，要從漲潮橫渡過，  

離開所有試探、煩惱和火煉；  

當我一登彼岸時，我必認識我救主；  

首先歡迎我的就是祂笑臉。  

2.  我心要如何震動，當我見祂久慕臉，  

和祂慈愛發亮眼睛的光輝；  

我心要如何讚美祂的憐憫和恩典，  

這樣為我豫備永遠的歡樂。  

3.  我回憶多少親人，曾在河邊悲離別，  

現今他們向我招手去會晤，  

在那伊甸美麗谷，並要歌唱來迎接；  

但我第一羨慕是見我救主。  

4.  當我進永遠門戶，身穿光明潔白衣，  

祂領我到永無眼淚的住處；  

與蒙愛者同歡唱，喜樂歌聲無窮盡，  

但我第一羨慕是見我救主。  

副歌：  

我認識祂！我認識祂！  

當我得贖站在祂身邊；  

我認識祂！我認識祂！  

因祂手上有釘痕可見。  

【選自《聖徒詩歌》﹝美國見證出版社，2001﹞第 539 首，蒙總代理「基道出版社」允許使用，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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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 

「 6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7 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
道我已經守住了。 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提後 4:6-8〉  

詩歌歌詞 2 

〈主耶穌祢美麗奪了我心〉  

1. 主耶穌，祢美麗奪了我心，我全心向祢完全敞開； 

釋放我，脫離宗教的義務，只讓我永遠享祢同在。 

當我在此注視祢的榮耀，我的心充滿了祢榮耀； 

浸透我，主，我今懇切求禱，以祢靈與我靈永相調。 

2. 光照者 ─ 我的天何等明亮，我看見人子在寶座上； 

聖別者，以神的火焰燒我，直等我因祢灼灼發亮！ 

主，當我初次看見祢榮耀，自愛與誇耀同歸羞慚； 

今我心湧出愛戴與頌讚，品嚐祢名裡一切肥甘。 

3. 寶貝主，我將真哪噠香膏，為祢愛，欣然打破傾倒， 

我的主，我前來膏祢的頭，看哪，主，為祢我獻上好。 

親愛主，我甘願為祢枉費，愛著祢，我深處就滿足。 

為著祢，貴重油我早豫備，要將愛從心深處倒出。 

4. 良人哪，快來到香草山上，我切慕與祢早面對面。 

主，請喝我心所流出之泉，我巴望永遠在祢身邊。 

我並非單獨的來愛祢，主，乃是與眾聖作祢新婦； 

快來罷，我們愛已經久等，主耶穌，願意祢得滿足。 

【已通知版權擁有者，蒙允准使用，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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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歌詞 3 

〈謝千萬聲〉  

1.  千萬聲感謝我主，祂命為我傾倒。  

祂的寶血已流出，成功救贖新造。  

讓每顆心敬拜主，每一受造歌唱。  

千萬聲感謝我主，我救主，我君王。  

2.  千萬聲感謝我主，祂愛深高闊長，  

祂的恩典已流露，祂以「自己」下賞；  

哦，我心何等滿足，已得宇宙至寶！  

千萬聲感謝我主，我今已成富豪！  

3.  千萬顆心歸我主，帶著無比歡喜！  

千萬條命活為主，只要祂給氣息！  

千萬舌頭讚耶穌，千萬首詩獻上；  

給祂  ─  我的親愛主，給祂  ─  我的君王！  

4.  感謝我主千萬聲，為這許多祝福，  

千萬聲千千萬聲，千萬聲感謝主；  

那日祂要迎我們，在無終榮耀裡，  

祂愛長闊又高深，是我美麗詩題！  

副歌：  

謝千萬聲，謝千萬聲，讚美不住添增，  

與主同住恩典一生，惟感謝千萬聲。  

 
【無法知悉版權所屬，將來如經確定後，必補辦有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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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光哥的話」 

1. 「你們要明白，這個屬於物質的身體，或遲或早，總有一天必要敗壞
的．我們各人、若不是因衰老而死，就是病死、意外而死、戰爭中集
體死…。一百歲才死，與八十歲死，有沒有分別呢？六十歲、四十歲、
三十三歲半…就死了，是不是越來越可惜呢？我們的主就是三十三歲
半就死了，從來沒有人說可惜．因為他復活升天，進入天上永恆的榮
耀裡。其實我們信主的人也有永生，也與主在天上一同享榮耀。因此、
一百歲死，與二十歲死都沒有分別了。與其爭取在世多活幾年，不如
爭取活得有價值、有意義。我甚願人人都長命百歲，但更願人人都信
主得永生，我更切切的願望人人都活像主耶穌，雖然只活了三十三歲
半，但影響世上億萬人快樂、得永生，非常有意義。」《尖平牧者心
聲 2007-09-02》 

2. 「『傳道』是『傳生命之道』，目的是要叫人得生命，不是得知識。
傳道人與神相交，因而得生命之道；然後與會眾相交，就分享生命之
道。」《蒙召。受訓。傳道》 
「筆者一直強調，傳福音要傳『直接福音』，不要過分倚賴『社會關
懷』之類的『福音預工』。『直接福音』就是直接傳講耶穌基督釘十
字架、罪的工價乃是死、神的審判、永死的地獄和永生的天家等福音
內容。」《從聖經亮光看教會素質增長》 

3. 「我們必須以《聖經》為『信仰最高權威』— 科學不斷進步，其實等
於不斷在修正，不斷在變；神的話語卻永遠不變。所以在信仰上，神
的話語才是最高權威，不然，神就不配稱為『創造萬有，全能全知的
神』。而當我們為『信仰』作出最後定論之時，應該以《聖經》作為
根據，不應以科學或人的智慧作為最後根據。倘若科學理論與《聖經》
的立論衝突，我們必須堅信《聖經》無誤，多於相信科學資料才對。」
《撒但的來龍去脈》 

4. 「『屬靈路線』原是聖經路線。『屬靈路線』教我們將『屬靈』和『屬
世』分開。所謂『屬靈』，是指『屬於天上靈界的事、包括神的事、
天國的事、神兒子的名分、天上的賞賜、不朽的榮耀…等事物。』」
《聖經中的屬靈路線 ─ 實用牧會學》 

5.  「『學術研究』定規要人尋求『反面』的資料來驗證『正面』的資料，
所以『學術研究』是質疑性的。『學術』治學的原則就是強調必須將
『正』與『反』兩方面的意見拿來分析，然後取其『長』而捨其『短』。
如果在『科學研究』的層面上，這說得通…但在『神學研究』上就說
不通，因為這等於將『神』與『魔鬼』的意見來分析，認為神可能有
其『短』，而魔鬼也可能有其『長』，沒有考慮到我們人類的智慧遠
遠低於『神』與『魔鬼』。神為甚麼將『祭司職任』賜給『非尼哈』
和他的後裔呢？就是因為『非尼哈』有耶和華忌邪的心。」《聖經中
的屬靈路線 ─ 實用牧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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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督教不是思想上的宗教，不是形式上的宗教，而是與實際生命和
生活有直接關係的宗教。信仰沒有實際生活的流露是虛假的，信心沒
有行為是死的，說愛主比這一切更深而不牧養餵養主的羊也是不實際
的，跟隨主而不背起十字架是不真心的，盡心愛主而不加上盡力愛主
是騙人的，有感而不動不算為有感動的。所以，我們不要追求靈修的
感受(有感受是好的，但那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或其他現象，緊要的
是追求主自己，追求活出主自己。」《靈修生活》 

7. 「筆者大大感歎！『靈修』本是爲親近神的敬虔之道，爲甚麼不以神
的話語爲足，一定要以各種持相反意見的人的作品爲足？甚至還要參
考佛教、印度敎......等，屬於交鬼的經驗，認爲這樣可以更有效地親近
神？但是，『靈修神學』現在卻非常流行於各宗派敎會中，並且成了
間接推動『教會大合一運動』的聯繫力，何等希奇的事！」《教會大
合一運動可以接納嗎？》 

8. 「筆者感嘆今天的婦女『職業化』，無暇親子，並過早讓兒女自由和
獨立，其實這是『不負責任』，這是兒女敗壞的主因。神不准人『太
忙』，所以要人嚴守『安息日』。六天可以工作，第七天要留下來親
近神，違者要從民中剪除。今天的父母『太忙』，拼命工作賺錢，無
靈修、常常停止聚會、無親子時間，神必要懲罰這樣的父母。『太忙』
會叫人以『職業』為首要，『屬靈的事』為次要。不讓兒女返教會，
其實是放棄他們，讓『魔鬼作這家之主』。其實賺少一點錢對家庭有
甚麼影響呢？『錢』是賺不完的，『生活水準』不可能無止境地提高。
兒女一旦敗壞了，賺多少錢也不能彌補。兒女斷送給魔鬼，你還有甚
麼可以炫耀呢？」《整全報第 80期》 

9. 「神要得全榮耀，所以神憎恨驕傲的人，卻願意憐憫謙卑的人，因為
驕傲人將榮耀歸給自己；謙卑人卻知道一切榮耀都是屬於神的，所以
佩服神，愛神，將榮耀歸給神。為此，神廢掉撒但，卻提拔用塵土造
的人，同時也是因為如此，神故意設計救恩，只讓謙卑人明白，不讓
驕傲人明白。」《得救的人少嗎？》 
「唯獨被主的愛所推動的人，他無論做甚麼，都想到爲討天上的主喜
悅！許多時，他簡直就覺得他的主就在自己的身邊，他常常看見主的
美麗風采，他的靈修簡直就像談情說愛一樣快樂。他雖然生活在地，
卻像生活在天一樣！」《受浸輔導課程》 

10.  「歷史上這麼多人為傳福音，為主的緣故而受逼迫，因為這些人都相
信，他們將要得著天上極大的賞賜。其實我們信耶穌，最大的盼望就
是主要在榮耀中再來，接我們回到天家，享受天上的榮耀。凡沒有這
個盼望，也不因這盼望而喜樂的，肯定是未真心信主，是未得救的。
主耶穌臨升天之前對門徒，說:『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
你們這裡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裡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
我大的。』〈約 14:28〉又說：『你們現在…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
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約 16:22〉所以，你
若真心信主，你必定等候主再來，並且有『不能奪去的喜樂』，你也
會因為這盼望和喜樂，前後判若兩人。」《患難中仍能喜樂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