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治文平安福音堂夏令會

週三及週四
7/29-7/30
7:00 -- 9:00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

日

程 表

週五
7/31

週六
8/1

起床

梳洗

靈修

Zoom
禱告會

9:00 – 10:00

9:30-10:00

主題: 生命的建造與屬靈爭戰
講員: 林澤揚弟兄

主日
8/2

Zoom
擘餅聚會

12:00 – 2:30

午
休

膳
息

2:30 – 4:00

特
聚

別
會

4:00 – 7:00

早餐

主 題 講 道

10:00 – 12:00

休
晚

息
膳

7:00 – 7:30

ZOOM 禱告會

7:30 – 9:15

主 題 講 道

9:30 – 10:15

ZOOM
小組交通禱告

週一
8/3

Zoom
禱告會
9:30-10:00

主 題
講 道
Zoom
見證會
11:35-1:00

「網上夏令會指引」

事奉人員名單
7/29
週三

早堂
9:00-11:30

7/30
週四

7/31
週五

8/1
週六

8/2
主日

8/3
週一

禱告會 (粵)
(國)
領詩
司琴
影音

馮智玲

擘餅
聚會

周國賢

王世東
梁威智

吳羚芳

李慶銳

黎美華

羅維志

吳羚芳

張建

江兆明

郭海濤

領詩
司琴
影音

王世東

林德明

羅維志

吳羚芳

張建

江兆明

9:30-10:00

林德明

1. 作息/早午晚 3 餐
* 家裡的作息安排要盡量和令會一樣。
* 早上聚會前的時間應該按照「起床，梳洗，靈修，早餐」的
次序。
* 因為需要自己預備，令會期間的飲食安排應該盡量簡單，節
省時間，也免得分心。

2. 早/晚堂講道
專題
2:30-3:30

* 在家中聚會，和主日聚會一樣，要按照聚會的端莊衣著，盡
量不要讓周圍的環境影響聚會。
* 聚會前五分鐘準備好，安靜為自己，為聚會禱告。

晚堂
7:00-9:00

禱告會 (粵) 羅維志
7:00-7:30 (國) 陳偉曾
陳國強
領詩
岑淑霞
司琴
陳鎮才
影音

陳國強

劉美卿

鍾創興

吳羚芳

邱秋松

潘舜明

尹宏

劉君堯

羅維志

黎美華

俞國輝

尹宏

黎美華

羅維志

吳羚芳

羅維志

郭志誠

郭志誠

張建

郭海濤

* 記下講道撮要和自己的領受，使自己更清晰所聽之道。

3.分組分享
* 把已預備好或當時體會到的內容，分享出來。
* 多投入，各人多分享。不要一個人佔太多時間。

見證會

主席

周國賢

* 以聖經為最高的準則，留意不要離開主題的內容。
* 提出實踐那段經文的方法和渠道，又立志行在其中。
* 因為網上分組時間是晚上最後一個聚會，各人又在家中，各
組長可以按需要延長一些時間。

4.個人時間
* 請把握良機與其他肢體相交，一同唱詩祈禱，個人安靜思
想、禱告或看屬靈書籍。
* 聚會期間請關閉手提電話，以免影響聚會。
* 聚會後的十五分鐘默想或禱告時間應避免交談。
* 必須出席營內各項聚會，如遇身體不適或突發事故而不能出
席者， 請先通知組長。
* 須依照大會日程表作息。

夏令會靈修資料：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靈修資料
雅各書 1:12-14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
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人被試探，
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
探人。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七月三十日（星期四）靈修資料
雅 1:21-25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
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只是你
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
不行道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
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惟有那詳細察看那全備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
了 就忘 ， 乃 是 實 在 行 出 來 ， 就 在 他 所 行 的 事 上 必 然 得 福 。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最近我容易受到自己那些私慾的引誘？ (認罪禱告)

1. 夏令會第二天，求主讓我看到自己還有什麼「污穢和盈餘
的邪惡」，給我足夠的「堅決」來脫離這些事情和心思。

2. 我 雖 然 不 會 說 自 己 犯 罪 是 「 被 神 試 探 」 ， 但 是 有 沒 有 類 似
的藉口？

2. 為什麼說神的道是「所栽種的」？我心裡栽種了一些什麼？
我的心栽種什麼最好？

3. 我 所 面 對 的 引 誘 ， 除 了 是 試 探 ， 從 神 的 角 度 來 說 ， 還 有 什
麼功用？

3. 「栽種」和「溫柔」有什麼關係？除了其他的事物，我有
哪些心態攔阻神的道在我裡面「生根」？

4. 我 愛 主 嗎 ？ 什 麼 才 是 「 愛 主 」 ？ 按 照 這 段 經 文 ， 真 正 的
「愛主」是什麼？

4. 除了「在真道上重生」，神的道還能怎樣救我的靈魂？

5. 我有什麼要認識、要實際改變，才能真正「愛主」？

5. 我自己「本來的面目」是什麼？有哪些地方我「欺哄自己」
不要行道？
6. 什麼樣的人才會「詳細察看」神的道？我是這樣的人嗎？
為什麼這樣才能看到律法「全備使人自由」？
7. 這 裡 的 「 得 福 」 和 昨 天 早 上 (1:12) 的 「 有 福 」 有 什 麼 異 同 ？
我渴望這些「福」嗎？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靈修資料

八月一日（星期六）靈修資料

雅 2:14, 17-20, 22,26

雅 3:13-18

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
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
顯出他的善行來。你們心裡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就不
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
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在何處有嫉妒分
爭，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
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
有偏見，沒有假冒。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
果。

17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18 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
指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
19 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兢。
20 虛浮的人哪，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麼。
22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思考問題：
1. 我的生活表現(行為)說明我的「信」是怎樣的？有沒有可能我還
沒有重生得救？(求主讓我看到)

2. 如果我的生活言行不是給自己看，而是讓別人看，別人會認為我
是真正的基督徒嗎？
3. 我的信主要建基於正確的認識(神只有一位)，還是從我內心深
處，生活事情上也同樣地信靠祂順服祂呢？
4. 為什麼「願意」和「不願意」會影響「知道」？有沒有什麼事情
的真相我因為「不願意承認」所以「不知道」？
5. 亞伯拉罕因著信，實際地準備把兒子獻上。信主以來，有哪些東
西我是因著信而「真實地獻上」的？

思考問題：
1. 我心裡有沒有「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如果有，求神讓
我恨惡這些事，恨惡自己的敗壞，好叫神可以除去這些東西。

2. 為什麼「苦毒、嫉妒、分爭」會讓人說謊？讓人「抵擋真
道」？求神讓我在營會裡不要欺騙自己，不要對抗神要提醒、
甚至責備我的地方。
3. 小心思想一下，我有什麼「虛謊」自己竟然以為是「智慧」？
求神讓我認識自己，也能看到魔鬼的詭計？
4. 為什麼「紛爭裡的溫柔」才是真正從上頭來的「智慧和見
識」？
5. 仔細地思想「a.清潔 b.和平 c.溫良柔順 d.滿有憐憫 e.多結善果
f.沒有偏見 g.沒有假冒」，哪些是我要向神求的？

八月二日（星期日）靈修資料

八月三日（星期一）靈修資料

雅 4:4-10

雅 5:8-10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淫亂的人原文作淫婦》，豈不知與世
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麼。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
是與神為敵了。你們想經上所說的是徒然的麼。神所賜住
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麼。但他賜更多的恩典。
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
跑了。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
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你們要
愁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務
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
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們也當忍耐，堅固
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
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弟
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當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樣。
思考問題：
1. 如果沒有現在世界的動盪，瘟疫的流行，各種的天災，我會
盼望主再來嗎？

思考問題：
1. 如果我與世俗為友，神會怎樣看我？如果是這樣，有什麼方
面是我一定要改的？
2. 如果我還不算與世俗為友，只是如此『想』，那麼我實際上
在做什麼事情？如果我不停止，後果會怎樣？
3. 為什麼神會嫉妒？神的靈為我嫉妒，我心裡感受怎樣？我要
怎樣改變，不讓主的靈難過？
4. 昨天的講道『神阻擋驕傲的人』，早上起來，有什麼新的領
受和回應？
5. 我生命和生活裡面有什麼地方給魔鬼留了地步？如果牠『根
深蒂固』地影響我某個方面，我怎樣把牠趕走？

2. 這裡的「忍耐」和 1:12 的「忍受」有什麼不同呢？如果前面
有災難，有逼迫，我會不會繼續堅持著我所信的呢？

3. 什麼事情是神現在要我忍耐的？忍耐中神要我看什麼？我現
在在看什麼？

4. 如果我面對困難，面對看不過眼的事情，或者不法的事情，
我會不會埋怨呢？

5. 在我受苦和埋怨的時候，主在哪裡？ 有什麼事情是我沒有重
視的？

7/29 星期三晚堂分題及經文:

2020 平安福音堂夏令會

生命與建造
以弗所書 3:9-11, 4:7-16

主題: 生命的建造與屬靈爭戰
日期
7/29
晚堂
7/30
晚堂
7/31
晚堂
8/1
早堂
特別聚會

午堂
晚堂
8/2
早堂
特別聚會

午堂
晚堂
8/3
早堂

分題

經文

生命與建造

以弗所書 3:9-11, 4:7-16

基督精兵與屬靈爭戰

提摩太後書 4:7-8, 2:3-4,
以弗所書 6:10-20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彼得前書 5:7-10,
馬太福音 6:24-34

神阻擋驕傲的人

歷代志上 21:1-27

你看見神在你身上工
作嗎

以西結書 36:22

貪財是萬惡之根

約翰福音 13:26-30

要從心裡饒恕人

哥林多後書 2:6-11,
馬太福音 18:21-35

凡火

利未記 10:1-11

要體貼神的意思

馬太福音 16:13-26

撒旦想要得著你們

路加福音 22:31-34

筆記頁

7/30 星期四晚堂分題及經文:

基督精兵與屬靈爭戰
提摩太後書 4:7-8, 2:3-4, 以弗所書 6:10-20

筆記頁

7/31 星期五晚堂分題及經文: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彼得前書 5:7-10, 馬太福音 6:24-34

筆記頁

8/1 星期六早堂分題及經文:

神阻擋驕傲的人
歷代志上 21:1-27

筆記頁

8/1 星期六特別聚會

你看見神在你身上工作嗎 - 以西結書 36:22

筆記頁

8/1 星期六晚堂分題及經文:

貪財是萬惡之根
約翰福音 13:26-30

筆記頁

8/2 星期日早堂分題及經文:

要從心裡饒恕人
哥林多後書 2:6-11, 馬太福音 18:21-35

筆記頁

8/1 星期日特別聚會

8/2 星期日晚堂分題及經文:

凡火 - 利未記 10:1-11

要體貼神的意思
馬太福音 16:13-26

筆記頁
筆記頁

8/3 星期一早堂分題及經文:

撒旦想要得著你們
路加福音 22:31-34

筆記頁

筆記頁

筆記頁

2020 夏令會
「生命的建造與屬靈爭戰」
會歌: 平 244

世間似有兩軍對敵 (第 1&4 節)

【敬拜讚美】

【靈修默想】

2.

聖 186 救主之愛

3.

平 286 雖有暴雨烏雲天空瀰漫

17. 平 220 神的路最美善

4.

敬 46

我歌頌你

18. 平 296 主賜的十架不會太重

5.

平 16

真神之愛

19. 平 320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

6.

敬 232 我的燈需要油

20. 敬 237 憑你意行

7.

平 277 憂苦弟兄容我勸你

21. 平 389 主啊我屬你你也深知我

【培靈奮興】
8.

平 244 世間似有兩軍對敵

16. 平 396 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

【獻心立志】
22. 平 272. 求主留我於十架

9.

平 246 信靠主應許努力前走

23. 聖 300 我已經決定

10.

青聖

24. 平 492 主若今日接我靈魂

11.

平 218 當轉眼仰望耶穌

25. 平 267. 我是否要背負十架

12.

平 261 若有何人願意跟隨耶穌

26. 平 388 你要凱歌常唱

13.

平 367 前要的是福祉今要的是主

27. 聖 261 我豈可再冷淡退後?

14.

平 393 用主話造就自己

28. 青聖

15

平 454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靠我靈成事

主領我何往必去

【敬拜讚美】

【會歌】
1. 世間似有兩軍對敵， 即是善與惡；
我等必須立定主意， 歸從那一個。
副歌：
我是耶穌基督精兵，
必從我元帥：
仇敵雖惡主能保護，
有勝必無敗。
4. 仁愛誠實是我盔甲，聖道是我劍；
信德是我堅固籐牌，能禦魔鬼箭。
副歌：
我是耶穌基督精兵，
必從我元帥：
仇敵雖惡主能保護，
有勝必無敗。

2 救主之愛 (聖 186)
一 拿撒勒人耶穌面前我站立，心便震驚！
希奇祂如何能愛我—定罪污穢的罪人！
(副歌)
何等奇妙！何等驚異！
我將永遠唱此詩：何等奇妙！何等驚異！
救主愛我愛無極！
二 為我，祂在園中祈求，只願神旨得成就；
流淚非為自己憂苦，汗如血點只為我！(副歌)
三 祂擔當我一切罪憂，甘願親自來背負；
祂背我重擔至加略，孤單受苦並受死。(副歌)
四 當與眾聖同進榮耀，至終親見祂歡顏；
這將成我無窮喜樂，來唱祂恩愛無極！(副歌)

3 雖有暴雨烏雲天空瀰漫 (平 286)
1. 雖有暴雨烏雲天空瀰漫，生活常有痛苦和重擔，
基督為我領港引導在前，祂差遣虹霓和雨點…

副歌: 祂差遣虹霓美麗的虹霓，祂差遣虹霓和雨點，
祂差遣日光照亮全地面，祂差遣虹霓和雨點。
2. 朵朵白雲如銀一般素美，燦爛的日光時時消晦，
不要憂愁不要叫苦怨天，祂差遣虹霓和雨點…
3. 曙光破曉美麗青天出現，基督救主要為我來前，
令我脫離世界愁苦萬般，祂差遣虹霓和雨點…

4 我歌頌你 (敬 46)
1.

我歌頌你，尊貴的主，藉你恩典，把我救贖；
你救贖我代價極重， 我與天使向你歌頌。
副歌：我歌頌你，尊貴的救主，用我口舌向你謳歌，
我歌頌你，永遠歌頌你，因你喜樂已充滿我。

6 我的燈需要油(敬 232)
我的燈需要油，求主常賜下；使我燈永遠發亮光；
我的燈需要油，求主常賜下；使我燈發光到主作王。
唱和撒那，唱和撒那，唱和撒那賀萬王之王！
唱和撒那，唱和撒那，唱和撒那賀我王！

2. 我歌頌你，縱淚滿襟， 憂傷來臨，仍覺歡心；
因我回想救主恩典，使我歌唱快樂無邊。(副歌)
3. 我歌頌你，直到離世，不論在家，海洋陸地；
或經死亡進入永生，永永遠遠我歌頌你。(副歌)

7 憂苦弟兄容我勸你(平 277)
1. 憂苦弟兄容我勸你，常常記念耶穌名，

5 真神之愛(平 16)

能使煩悶轉為歡喜，疑懼皆無心安平。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1. 真神之愛，偉大無窮，口舌筆墨，難以形容，
高超諸星，深達地獄，長闊高深，世無相同，
始祖犯罪，墮入引誘，神遣愛子拯救，
使我罪人，與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尤。
副歌： 阿，神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限無量，
永遠堅定，永遠不變，天使聖徒頌揚。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2. 處處記念耶穌名字，當為籐牌敵魔刀，
眾惑環繞一齊來至，靠主聖名全能逃。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2. 世事滄桑，變幻若狂，君王帝位，興衰無常，
人雖頑固，不肯祈禱，求山拜石，呼籲保障，
但神仁愛，歷古永常，偉大無限無量，
施行救贖，亞當後裔，天使聖徒頌揚。(副歌)

3. 耶穌名字馨香寶貴，我一聞之就歡騰，
甚願人人得其安慰，同我稱讚高大聲。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3. 天上諸天，變為紙張，地下萬莖，變為筆桿，
世上海洋，變為墨水，文人集團，埋頭苦幹，
耗盡智力，描寫神愛，海洋墨水會乾，
案卷雖長，如天連天，仍未表達透暢。(副歌)

4. 經畢世途完其辛苦，聽主名字樂未央，
喜摘冠冕伏拜恩主，歡稱耶穌天上王。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名至寶，名至甜，地之望而天之樂！

【培靈奮興】
10 靠我靈成事(青聖)
8 世間似有兩軍對敵(平 244)
1. 世間似有兩軍對敵， 即是善與惡；
我等必須立定主意， 歸從那一個。
副歌：我是耶穌基督精兵，必從我元帥：
仇敵雖惡主能保護，有勝必無敗。
2. 主已示我多數命令，明載聖經內；
救主助我遵此恩命，永遠不違背。(副歌)
3. 日日與我仇敵爭鬥，是我私慾心，
惡俗迷惑惡人引誘，魔鬼橫來侵。(副歌)
4. 仁愛誠實是我盔甲，聖道是我劍；
信德是我堅固籐牌，能禦魔鬼箭。(副歌)
5. 往昔救主已經得勝，賴主我永勝，
此後定必賜我冠冕，與主永相親。(副歌)

1.

是否有山阻擋你路？甚多疑惑恐懼？
放心，請聽聖靈所言，這山必要挪去。

副歌：
非勢力，非才能，主說：
「乃靠我的靈成事」
非勢力，非才能，主說：
「靠我靈成事。
這大山必要挪移；這大山必要挪移。
這大山必要挪移，主說：
「靠我靈成事」
2.

是否有河阻隔你路？這河又深又廣？
踏上，河水必要滾開，你必安達彼岸。(副歌)

3.

是否有火試煉臨到，過於你能忍受？
看哪，萬福真神兒子，他必與你同走。(副歌)

4.

單獨信靠全能的神，主言風也聽從；
務要壯膽，不可灰心，主必為你開路。(副歌)

9 信靠主應許努力前走(平 246)
1. 信靠主應許努力前走，這墮落世界你不要貪戀
世界虛榮要成為鎖鏈，使你被捆綁受害永無限。
副歌：
往前走前走雖然後面敵人追，
前走往前走雖然前面是海水，
往前走前走憑主旨意往前走，
忘記你背後努力往前走，靠主大能往前走。
2. 放下你重擔努力前走，脫去你罪惡不受他引誘

抵擋老魔鬼永不罷休，不疲倦灰心即或鮮血流 。 (副歌)
3. 抬頭仰望主努力前走，人的盡頭是神工作起首

你的懦弱有天父幫助，面向主標竿努力往前走。 (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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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轉眼仰望耶穌 (平 218)

1. 請問你是否困倦煩惱，全無光明黑暗滿佈？
祇一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更自由豐富。
副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2. 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當跟隨主走去，
罪的權勢不能再轄制，我們已得勝有餘。
副歌：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顯為虛空。

12 若有何人願意跟從耶穌(平 261)

14 用主話造就自己 (平 393)

1. 若有何人願意跟從耶穌，當捨己天天背十架；
這是唯一方法服事耶穌，你願意背起十架麼？

1. 用主話造就自己，在靈裡學禱告，
同心合意向主求，天上父必成.全。
讓主話在我腹中.，湧出來作主禱告，
靠寶血潔淨內污，主禱告主成全。

副歌：
你不要依著己意跟從耶穌，要背起十字架；
你必須撇去一切全心順服，甘心背起十架跟耶穌。
2. 主說狐狸有洞飛鳥有窩，惟人子沒有枕頭處！
你也不要顧慮安身之所，要一無所慮跟從主。(副歌)
3. 跟從耶穌難免親友妄談，也有時使你真難堪，
只管宣傳神國與主恩典，為的是尊重主聖言。(副歌)
4. 親友分離乃是事實必然，奉差遣不能常聚歡，
你手扶犁不要再向後看，要面向前方耕禾田。(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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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的話就是主靈，在我心裡運行，
帕揭開見主榮光，認識主變成.主。
主的話從我口中.，進你心發出妙感，
靈交通彼此建立，靈合一主同工。
3. 靈禱告就是翅膀，越禱告越上飛，
施恩座與主見面，我死透才見.主。
主大愛澆灌我心.，微小聲剛強我靈，
隱嗎哪滋味甘甜，主裡面永安息。

前要的是福祉，今要的是主 (平 367)

1. 前要的是福祉，今要的是主； 前要的是感覺，今要主的語；
前要的是恩賜，今要賜恩者； 前我尋求醫治，今要主自己。
副歌：永遠舉起耶穌！讚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穌裡，主是我一切。
2. 前用己力苦試，今靠主就是； 前得救恩一半，今拯救到底；
前是我拉主手，今主手拉我； 前常漂流無定，今錨已拋妥。
副歌：永遠舉起耶穌！讚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穌裡，主是我一切。
3. 前忙碌的打算，今則靠祈禱； 前為諸事罣慮，今靠主看顧；
前隨己心所欲，今隨主旨意； 前不住的祈求，今讚美不息。
副歌：永遠舉起耶穌！讚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穌裡，主是我一切。
4. 前我欲利用主，今則主用我； 前我求主能力，今與主合作；
前求自己榮耀，今唯榮耀主； 前為自己活著，今活即基督。
副歌：永遠舉起耶穌！讚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穌裡，主是我一切。
5. 前盼望在主裡，今知主屬我； 前我燈將熄滅，今照耀輝煌；
前我等候死期，今等主再臨， 主恩真說不盡，滿足我心懷。
副歌：永遠舉起耶穌！讚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穌裡，主是我一切。

15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平 454)
1.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榮耀盼望給我喜樂，
奇妙真理，快樂信息，主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副歌：
主必快來！主必快來！我們必歡迎救主再來；
或在早晨，或正午或夜半，我知主快再來！
2. 世界潮流，天空現象，明星如晝都是預兆；
上帝所召忠心見證，高聲傳我救主必快再來！(副歌)
3. 許多信徒主內安睡，主來之時都要復活，
彼時天上金門大開，主必來親設立快樂之國。(副歌)
4.我等活著存留信徒，眨眼之間，身體改變；
被提天空，與主相見，我等用此盼望互相勸慰。(副歌)

【靈修默想】

18 主賜的十架不會太重(平 296)

16 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平 396)

1. 主賜的十架不會太重；超過主的大恩典，
可怕的風波雖環繞我，但不能遮掩主面。

1. 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若我今日使別人走錯路，
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
2. 若我今日言語不合體統，若我今日不關懷人需要，
因此使別人受傷害虧損。求.主.赦免！
3. 若我今日對人冷落頑梗，若我今日只顧貪圖安逸，
不願堅守神所交付職份。求.主.赦免！
4. 求你赦免我所承認眾罪，求你赦免隱而未顯罪愆，
求你常常引導愛護保守。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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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路最美善 (平 220)
1. 神的路最美善，雖我不明瞭，
為何憂愁試煉，常把我環繞；
主用各樣方法，煉我像精金，
故我順服信靠我慈悲父神。
副歌：
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
我願常倚靠祂，惟祂能引導。

2. 神的路我最愛，惟祂能引導，
我全心投靠祂，甜蜜且安好；
災害不能臨到，平安無煩惱，
我要永遠靠主，祂至聖至寶。
副歌：
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
我願常倚靠祂，惟祂能引導。

副歌: 十架不會重過主恩典，風波不能遮掩主愛臉，
我心真快樂滿足，因知主與我同住，故能得勝而有餘。
2. 我的靈程上荊棘雖多，主的荊冕更難過，
我飲的苦杯算得甚麼？客西馬尼更苦楚。(副歌)
3. 恩主的愛光照我路上，並且照得十分亮，
我在受苦時每思念主，就覺得心靈歡暢。(副歌)
4. 我若行在主的旨意中，心靈有喜樂無窮，
我信主寶血能保守我，故樂意隨主腳蹤。(副歌)

19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 (平 320)
1. 懇求救主，鑒察知我心思，求主今試驗，知道我私意.；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洗去諸般不義，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因將我罪洗清，願主的真道，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20 憑你意行 (敬 237)
１

２

憑你意行，主！憑你意行！因主是陶匠；我是泥土。
陶我與造我照主旨意，我在此等待，虔恭候主。
憑你意行，主！憑你意行！鑒察試驗我，就在今天！
求主洗清我皎白如雪，我謙卑跪下，在主腳前。

３

憑你意行，主！憑你意行！悲傷與疲倦，求主拯救；
權柄眾權柄全屬我主，撫摩並醫治，我的心靈。

４

憑你意行，主！憑你意行！管理我動作，全聽指揮；
聖靈充滿我顯然可見，惟獨有耶穌，居我心內。

【獻心立志】
22 求主留我於十架 (平 272)
1. 求主留我於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我信主今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3. 我定志不知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為我釘十架；死後三日復活。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4. 主禁我別有所誇，但誇救主十架，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世界。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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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屬你，你也深知我 (平 389)
1. 主啊我屬你，你也深知我，你曾說過你愛我，
今求主賜恩，加增我信心，我願以信與主親。
副歌：願主吸我，日近十架前，以信心靠主身邊；
願主吸我，引我，靠近主身邊，容我洗於寶血泉。
2. 今歸主為聖，終身為主用，求賜能力作聖工，
以信心仰望，以口舌宣講，心口一致常讚揚。(副歌)

23 我已經決定 (聖 300)
1. 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x3)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2. 雖無人同行，我仍要跟隨， (x3)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3. 跪禱於神前，與主面對面，如同朋友之暢談，
心裡有平安，得祝福無限，喜樂陶陶如湧泉。(副歌)

3. 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後，(x3)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4. 何其深厚愛，何其廣慈懷，皆藉主恩顯出來，
何等快樂哉，有聖靈同在，儆醒預備等主來。(副歌)

4. 我要背十架，直到見主面，(x3)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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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若今日接我靈魂 (平 492)
1.主若今日接我靈魂，我能坦然見主否？
缺少珍寶向主獻陳，贖罪大恩白白受。
副歌：
功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見恩主？
未領一人來歸耶穌，豈可空手歸天府？
2.今日見主復有何憂，因主耶穌已救我，
惟有一事使我懷愁，空佔地土未結果。(副歌)
3.追想昔時虛度光陰；現時豈願再虛度，
我今奉獻全身全心，聽主命令行主路。(副歌)
4.我實甘願竭盡心力，殷勤作工趁現在，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儆醒救人等主來。(副歌)

25 我是否要背負十架 (平 267)
1. 我是否要背負十架，跟從神的羔羊？
我豈可以怕出代價，要得世界原諒？
副歌： 因你名，寶貴的名，因你為我捨命，
靠恩無論如何艱難，我要求你喜歡。
2. 別人苦戰要得榮耀，血汗滿披沙場；
我豈可以安坐花轎，盼望抬進天堂？(副歌)
3. 難道我無仇敵當拒？我無破口當堵？
難道惡世也可相與？也可作我幫助？(副歌)
4. 我要掌權就得爭戰，哦，主，加我力量！
我願受辱我不畏難，靠你話語剛強。(副歌)

26 你要凱歌常唱 (平 388)
1. 你要凱歌常唱，遇敵打勝仗；在這罪惡世界，試煉能擔當；
每天所遇試探，戰勝不後退，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副歌：
緊緊親近耶穌，不怕惡環境；別讓主你中間有黑雲陰影；
不問人情冷暖，事是白是黑，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2. 多少內心破碎，多少傷心淚；等你傳好信息，給他們安慰；
傳播完全平安，擦乾傷心淚，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副歌：
緊緊親近耶穌，不怕惡環境；別讓主你中間有黑雲陰影；
不問人情冷暖，事是白是黑，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3. 屬主喜樂馨香，該常常流露；每天用主愛心，安慰人痛苦；
請讓聖靈對付，戰勝眾纏累；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副歌：
緊緊親近耶穌，不怕惡環境；別讓主你中間有黑雲陰影；
不問人情冷暖，事是白是黑，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4. 每天與主交談，有甜蜜團契；整個人生路程，隱藏在主裡；
在主腳前祈求，儆醒不後退；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副歌：
緊緊親近耶穌，不怕惡環境；別讓主你中間有黑雲陰影；
不問人情冷暖，事是白是黑，緊緊親近耶穌，彰顯主榮美。

27 我豈可再冷淡退後？ (聖 261)

28 主領我何往必去 (青聖)

1. 我豈可再冷淡退後，使神聖靈終日擔憂？
救主也在等候，救主也在等候！
我今願意轉身回頭，不再留戀，不再逗遛，
就此跟主而走，就此跟主而走！

1. 背起十架來跟從我，我聽見主慈声；
我捨生命贖你罪過，當將你所有獻呈。
副歌：
主領我何往必去，主領我何往必去，
主這樣愛我，我必跟從，主領我何往必去。

2. 我今將我所是所有，完全奉獻，一無保留，
從今直到永久，從今直到永久；
惟願恩主悅納保守，使我今後無望無求，
惟願神旨成就，惟願神旨成就。
3. 回顧已往，又慚又羞，無一靈魂是我所救，
救恩被我扣留，救恩被我扣留；
今求恩主用你膏油，將我全人厚厚澆透，
使成救恩出口，使成救恩出口。
4. 恩主一向施恩深厚，待我遠勝知己愛友，
我願作祂配偶，我願作祂配偶；
今後向主時常依投，十字苦架甘心接受，
將主生命流露，將主生命流露。

2. 主牽我緊靠祂身旁，尋求恩主旨意；
使我行在主旨意中，主領我何往必去。
副歌：
主領我何往必去，主領我何往必去，
主這樣愛我，我必跟從，主領我何往必去。
3. 或要經過幽暗道路，或渡風暴海洋；
背起十架跟隨恩主，無論主領我何往。
副歌：
主領我何往必去，主領我何往必去，
主這樣愛我，我必跟從，主領我何往必去。
4. 我命、我心、所有一切，獻與愛我基督，

無論領我何往必去，因祂是我王，我主。
副歌：
主領我何往必去，主領我何往必去，
主這樣愛我，我必跟從，主領我何往必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