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治文平安福音堂夏令會 

 
2021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 

 

主題: 神家的建造、生活 

 

講員: 黃漢先弟兄 

  

 

日  程  表 

 

週三及週五 
7/28-7/30 

週六 
7/31 

主日 
8/1 

週一 
8/2 

7:00 -- 9:00 

 

起床  梳洗   
靈修  早餐 

9:00 – 10:00 

 
Zoom 

擘餅聚會 

 

Zoom 禱告會

9:30-10:00 

Zoom 禱告會

9:30-10:00 

10:00 – 12:00 主 題 講 道 
主 題 

講 道 

Zoom 

見證會 

11:35-1:00 
12:00 – 2:30 

午  膳 

休  息 

 

2:30 – 4:00 

分  組 

查  經 

4:00 – 7:00 

休  息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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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人員名單 

  
7/28 

週三 

7/29 

週四 

7/30 

週五 

7/31 

週六 

8/1 

主日 

8/2 

週一 

早堂 

禱告會 
9:30-10:00 

(粵) 
   

劉美卿 擘餅 

聚會 

陳偉曾 

俞國輝 

(國) 潘舜明 劉君堯 

領詩    江潤蓮 羅維志 吳羚芳 

司琴    歐陽筱彤 黎美華 伍偉強 

影音    陳鎮才 張建 陳鎮才 

        

        

晚堂 

禱告會 
7:00-7:30 

(粵) 陳國強 馮智玲 周國賢 梁威智 羅維志  

(國) 林德明 王世東 尹宏 邱秋松 陳偉曾  

領詩 王世東 鄧逸盈 尹宏 方錦添 林德明  

司琴 蔡靜 蘇慧中 蔡靜 彭美玲 林信  

影音 郭海濤 郭志誠 郭志誠 陳華雄 陳華雄  

        

見證會 主席      劉君堯 

        

 

大會主席：劉君堯弟兄 

註冊：林德明弟兄 

詩歌：羅維志弟兄 

靈修：洪劉美卿姊妹 

查經：陳國強弟兄 

影音：陳鎮才，張建，郭海濤，陳華雄，郭志誠 

翻譯：李思弟兄, 潘舜明姊妹, 何燕姊妹, 黃月娟姊妹 

 

 

 

        

「網上夏令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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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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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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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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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會期間請關閉手提電話，以免影響聚會。  

* 請把握聚會後的十五分鐘默想或禱告時間。  

* 須依照大會日程表作息。  



夏令會靈修資料： 

主題：神家的建造、生活 
以弗所書是一本論到教會真理的書，書的前半部是論到教會

在基督裡蒙受各樣豐富的恩惠和如何被建造，後半部則告訴

我們要在基督裡過相稱的豐富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三）靈修資料 

經文：以弗所書第一章 

1-2 節：保羅向信徒問安，同時道出寫信的目的，讓信徒們藉

著使徒的勸勉，從父神和基督裡得著屬靈的恩惠和平安。 

 
3-14 節：按照希臘原文的語法是一整句話，保羅一口氣把信

徒在基督裡所蒙受各種屬靈的福分，慷慨激昂的講述出來，

他呼籲所有信徒都為此向神獻上感恩、敬拜和讚美！教會是

基於父神的揀選，要預定我們得兒子的名分；教會是基於主

基督的救贖，用祂的血洗净我們的罪；教會也是基於聖靈的

印記、重生及内住而造成。叫聖父、聖子、聖靈的榮耀得著

稱讚。 

 

15-23 節：保羅為信徒感謝和禱告，求神叫信徒真知道神浩大

的恩典，又藉著基督作教會的元首，教會是祂的身體。 

 

反思默想禱告： 

神啊，祢為何如此的愛我？我算什麼呢？祢為何要賜給我如

此多的無價之寶呢？今天我又何必為所沒有得到地上短暫的

物質和利益而思慮煩擾、鬱鬱寡歡、悶悶不樂呢？為何不為

我已經擁有的豐富寶貴的屬天福分而歡呼快樂，感謝讚美神

呢？ 

 

我們要了解認識不單單只是頭腦上的明白，而且是行動上完

全的委身。因此，「認識」與「信心」兩者缺一不可。有信心

而無認識，那叫做迷信。而有認識卻不相信，那是剛硬。 

 
求神幫助我能真知道祢那豐盛的榮耀。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靈修資料 

經文：以弗所書第二章 

1-10 節：基督身體形成之過程，是因主的憐憫及愛，將死在

罪惡過犯中的我們，靠著祂的恩典，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

來。全是因著神的恩，我們原是祂匠心獨具之工。 

 

11-22 節：祂又將以色列與外邦人之間的牆打破，除去冤仇，

使我們成為一個新人，是神家裡的人。更被建造成在使徒和

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的聖殿，聖靈的居

所。 

 

反思默想禱告： 

「死在過犯中」與「一同活過來」，是每個真基督徒得救前後

所必須經歷的事實。我沒有得救以前，渾渾噩噩、犯罪作惡

卻無羞恥的感覺。得救以後，清醒過來，稍有軟弱，就會有

不安的感覺，這是聖靈的提醒，使我不致犯大罪而沉淪。 

 

而活過來的另一層含義，就是我不再受到罪的轄制，而能行

出神所喜悅的善。這個「善」並不是人道德觀念的善，乃是

神旨意中的善，也就是透過神子民重生的生命來見證出神自

己。因此一個人信主前後，必須有所改變，見證出基督生命

的美善。今天我的生命表現的是甚麼？ 

 

我本來是外人，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但藉著耶穌基

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恩典，使我得以在耶穌基督裡與

神和好，從而使我有一個和好的生命。在基督裡，我們成為

一家人，彼此相愛，同甘苦共患難，成為和平福音的見證人。

我真有此體會？我今天有何回應？ 

 

 

  



 

七月三十日（星期五）靈修資料 

經文：以弗所書第三章 

1-13 節：「奧祕」這個字在這一段出現了五次。這奧祕就是外

邦人可以因耶穌基督成為神的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

神將這職份給保羅，要他作個好管家，盡忠地把福音傳到外

邦。 

 

14-21 節：保羅為以弗所信徒祈求，使他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

來，使他們一同明白神愛的豐厚，讓神藉更多人彰顯祂的豐

盛和榮美。使基督耶穌在教會中得榮耀。 

 

反思默想禱告： 

主身體之擴展，要使徒的順服，如保羅一樣，將福音傳到外

邦去。我已得到了福音的好處，也應當作神奧秘事的好管家，

不負主的託付，依靠聖靈傳揚福音，使更多的人與我一同得

到神在萬世以前在耶穌基督裡所預備救贖的恩典。 

 

然而，一切均是藉神高深莫測之智慧及愛所主動造成的，但

願神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遠遠。阿們！ 

 

但在主所交託我的那職分中，我算盡忠嗎？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靈修資料 

經文：以弗所書第四章 

1-16 節：每一個蒙召信靠基督的人，都應活出在基督裡的合

一。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

的心。發揮基督所給的不同恩賜。在基督裡長大成人，裝備

信徒去各盡其職、繼續建立基督的身體。 

 

17-32 節：在教會的生活表現方面，首先在消極方面勸信徒不

要效法外邦人，放縱肉體。在積極方面，則要效法主基督；

脱去舊人，穿上新人，使身體不給魔鬼留地步，不容罪在身

上作王，與罪一刀兩斷，在愛、包容、憐憫、饒恕上效法主。 

 

反思默想禱告： 
 

今天我的行事為人與我所蒙的恩召是否相配，名符其實呢? 

還是物非所值，貨不對版!  

 

基督既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保羅把教會與信徒

的關係比喻成這身體中的每一個關節和韌帶，沒有多餘的、

沒有無用的，都在基督裡彼此聯接起來。當弟兄姐妹在基督

裡合一，彼此相愛，彼此配搭，彼此相助，一起同心合意事

奉的時候，教會也隨之成長起來，不單人數增長，更在生命

上健壯和成熟，彰顯出基督的樣式。今天我有發揮在教會的

角式嗎?  

 

在我的生命中，還有多少舊人的不良習慣、性格、言語、行

為等等，我是否每天都活在新人聖潔與喜樂的生命之中？我

與其他人的關係如何，還有沒有我不想饒恕的人呢？ 

 

  



 

八月一日（星期日）靈修資料 

經文：以弗所書第五章 

1-21 節：因主為我們捨己、愛我們，所以我們行事為人當像

光明的子女，除去暗昧行為；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要謹慎行事，當像智慧人，

愛惜光陰、明白神旨意、被聖靈充滿、頌讚主、彼此順服。 

 

22-33 節：在家庭生活上，夫妻要以愛相待，各人盡自己的本

分和責任，不是要求別人，乃是要求自己。這樣夫妻才能和

諧地生活，家庭才會美好。保羅更在此以基督和教會的關係

來闡釋其中愛與順服的真理。 

 

反思默想禱告： 
 

我既是蒙慈愛的兒女，行事為人是否像為我捨己的神？我說

的話是有益，能建立別人嗎？怎樣才能凡事說感謝的話，而

無怨恨與苦毒？我既是光明的子女，求神鑒察我的內心，幫

助我，作一個屬靈的智慧人。 

 

怎樣才能彼此順服呢？特別是順服那些『不可愛的人』？我

能否以敬畏基督的心來順服？是為了主的榮耀，為了對方屬

靈的好處來順服呢？ 

 
  

 

八月二日（星期一）靈修資料 

經文：以弗所書第六章 

1-9 節：子女要孝順，父母要在主裡教導他們、養育他們；

僕人要甘心樂意服侍主人，主人要以誠待僕人。因著信徒

屬靈地位身份的改變，其順服是基於對主的敬畏與順服；

聽從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試想一個神的兒女

能夠以誠實，人前人後同樣的態度工作，並帶著事奉那監

察人心思意念之主的心志來工作，一定會成為一位好員工，

也能在職場上見證主，榮耀主。因為當時的主人對奴隸是

以威脅恐嚇的方式來使他們效忠，要他們放棄這種方法的

原因是，主人與奴隸都有同一位主人，祂不偏待人，並且

將來要按各人的行為或惡或善來審判。 

 

10-24 節：基督徒生活不是風平浪靜的，要預備爭戰，並且

能夠靠主得勝。保羅以教會之屬靈爭戰作結，勸勉信徒常

配戴主所賜的全副軍裝，警醒與惡魔爭戰，並且能成就了

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最後，保羅也報告他個人的計劃及

對收信人之祝福。 

 

反思默想禱告： 

主啊，袮是我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感謝袮藉著袮在十

字架上的流血代贖，使我得以與父神和好，也使我願意與

人和好。求袮讓我存敬畏的心，使我成為順命的兒女，使

我在家庭中，職場上都能榮耀袮，阿們！ 

我今天有穿戴主所賜的軍裝去作戰嗎？從以弗所書六章十

四至十八節的裝備中，那些是我還没有穿戴好的？我現在

最需要的是什麼？保羅正在坐牢時寫以弗所書，但他的心

志仍盼望能盡本分放膽開口講明福音。我對宣講福音的熱

誠又有多少？ 

願平安、仁愛、信心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與我們！並願

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查經資料 

經文：歌羅西書 1: 1 – 12 節 

背竟資料：「保羅從來未到過歌羅西，所以嚴格來說，歌羅西

教會 不是保羅所建立，乃是保羅的同工『以巴弗』（參 7 節），

雖然保羅沒有見過歌羅西信徒，但卻常常為他們禱告！」我們

一同想想保 羅如何為他所未見過面的教會「弟兄姊妹」禱告；

而禱告是建造不 可缺少的服事！ 

 思考問題： 

1. 在經文開首 3 節提到我們信徒之間的關系，是什麼關系？ 
 

2. 這些關系跟禱告又如何聯系起來，大家想想在這 3 節經

文中， 有那一句話大家認為最重要？ 
 

3. 一般來說，我們大多數為什麼事情感恩、禱告？而保羅

又為 什麼事情感恩？ 
 

4. 第三條問題，對我們日後為教會、肢體們禱告有什麼提

醒！ 
 

5. 由第 9 節開始，試試找出保羅為歌羅西教會禱告的內容

有那幾方面？ 
 

6. 大家試試分享「智慧與悟性」的分別！在我們的信仰中

何以 這麼重要？ 
 

7. 在討主喜悅和結果子的事情上，有什麼要留意的？ 
 

8. 在多知道神層面中，保羅的禱告提到「漸漸」，為什麼

是「漸漸」，時間越快豈不是更好嗎？ 
 

9. 大家認為「力上加力」有什麼秘訣，嘗試在這段經文中

找出來！ 
 

10. 在面對困難、逆境時，「忍耐、寬容、感謝」可以同時

出現 嗎？大家認為怎樣的感謝是最美的感謝；尤其在困

境的時候！ 
 

11. 大家願意像保羅一樣，在往後的日子常常為教會、弟兄

姊妹禱告嗎！請大家在父神面前安靜思想！ 

 

八月一日（星期日）查經資料 

經文：彼得後書 1：1 – 11 節   生命成長 

思考問題： 

1. 在經文中 3-4 節，神給了我們什麼？而這些恩賜有否

驅使我們追求生命上的長進！若有，到今天你自覺滿

意嗎！ 

 

2. 『我們能與神的性情有份』；常試例出神的性情，並

且分享一些經歷，從肢體身上看到神那樣寶貴性情？

最後想想自己！ 

 

3. 從這段經文中，信徒成長要從那幾方面學習追求？ 

 

4. 『殷勤』按我們的理解是什麼意思？ 

 

5. 這裡所說的信心，你認為是指著什麼時候來說？（接

受救恩 的時候、困難的時候、在平時生活的每一刻） 

 

6. 彼得在這裡所提到的屬靈追求，有那種特質你覺得是

最難學 習，試分享！ 

 

7. 在第七節提到「有了愛……又要加上愛」，兩個『愛』

字是 否有分別？ 

 

8. 第 8 和 9 節，提到有這幾樣和沒有這幾樣，大家認為

如果只是有一部份，是否就不能結果子！如果只有一

部份，就是否代表閒懶！請大家常試分享個人的看法。 

 

9. 大家認為屬神的兒女，需要有怎樣的『看見』。 

 

10. 「永不失腳」究竟是指著得救方面，或是信主後的信

仰生活 來說？大家真的相信我們可以「永不失腳」嗎？ 

 



7/28 星期三晚堂 : 創世記 28:10-22  

筆記頁 

 

 

 

 

 

 

 

 

 

 

 

 

 

 

 

 

7/29 星期四晚堂: 創世記 28:10-22 

筆記頁 

 

 

 

 

 

 

 

 

 

 

 

 

 

 

 

 

 



7/30 星期五晚堂: 創世記 28:10-22 

筆記頁 

 

 

 

 

 

 

 

 

 

 

 

 

 

 

 

 

  

7/31 星期六早堂: 創世記 28:10-22 

筆記頁 

 

 

 

 

 

 

 

 

 

 

 

 

 

 

 

 

 



7/31 星期六晚堂: 創世記 28:10-22 

筆記頁 

 

 

 

 

 

 

 

 

 

 

 

 

 

 

 

 

 

8/1 星期日早堂: 創世記 28:10-22 

筆記頁 

 

 

 

 

 

 

 

 

 

 

 

 

 

 

 

 

  



8/1 星期日晚堂: 創世記 28:10-22 

筆記頁 

 

 

 

 

 

 

 

 

 

 

 

 

 

 

 

 

  

8/2 星期一早堂 : 創世記 28:10-22, 31:13, 

32:1-12,22-32, 35:1,6-7,9-15)  

筆記頁 

 

 

 

 

 

 

 

 

 

 

 

 

 

 

 

 



筆記頁 

 

 

 

 

 

 

 

 

 

 

 

 

 

 

 

 

 

筆記頁 

 

 

 

 

 

 

 

 

 

 

 

 

 

 

 

 

 



 

2021 夏令會 
「神家的建造、生活」 

會歌: 敬 87   高舉基督 
 

1）敬 87 高舉基督（會歌） 

2）平 427 教會唯一根基 

3）平 423 願主同在以至再相見 

4）平 489 親近我救主靠主胸懷 

5）聖 150 我知道我救贖主活著 

6 )  聖 261 我豈可再冷淡退後 

7）聖 276 主 ，使我更愛你 

8）聖 289 求主把我捆綁 

9）聖 359 在祂翼下 

10）聖 360 藏身主裡 
 

 

11）敬 35 人算什麼 

12 )  敬 1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13）敬 93 主耶稣的愛真是奇妙 

14）敬 152 我見一人 

15）敬 228 當我們回到天家 

16）忘記背後 

17）愛使我們相聚在一起 

18）寶貝在瓦器內 

19）願那復興我的靈火 

20）主是真帳幕 
 

  

 

     【會歌】 
 

 

1. 高舉基督高舉基督，天使世人一同敬拜。  

    高舉基督高舉基督，尊祂愛祂直到萬代。 

   我必衰微，祂必興旺，信祂傳祂，復活救主。 

 教會之首，萬王之王，榮耀萬有永歸耶穌。  

 

2. 高舉基督高舉基督，主旨得成主國降臨。  

    高舉基督高舉基督，願主聖靈充滿我心。  

  我主榮美，從我表揚，我主恩惠藉我流露。  

   教會之首，萬王之王，榮耀萬有永歸耶穌。 

 

 

  



 
2   平 427  教會唯一的根基  
 

1  教會唯一的根基，乃主耶穌基督， 

   蒙主重造恩新奇，栽培澆灌祝福。 

   主從天上來尋她，為主聖潔新婦， 

   捨身流血的代價，堅立永遠基礎。 
 

2  雖從萬邦選出來，信徒都成一體， 

   教會合一的根據，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唯一的聖名，同餐唯一天糧， 

   同懷唯一的希望，同蒙恩愛久長。 

 

3  雖她歷盡了艱辛，受人譏笑毀謗， 

   內爭分裂了她身，異端叛逆中傷， 

   聖徒焦慮對問說：“黑夜到底多長？” 

   哭泣即將便歌聲，轉瞬便見晨光。 

 

4  她雖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 

   已享安息的眾聖，奧秘永恆團契， 

   直至欲穿的望眼，看見光榮家鄉， 

   到時凱旋的教會，得享安樂無疆。 

 
 

  

 
3  平 423   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1  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求主時常指示道路； 

   在主羊圈看守保護；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再見面..，再見面.，再見面在主.腳.前； 

   再見面..，再見面.，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2  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在恩翼下時常護庇； 

   天上嗎哪日日賜你；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再見面..，再見面.，再見面在主.腳.前； 

   再見面..，再見面.，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3  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如有艱難四面攪擾； 

   願主慈手將你懷抱；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再見面..，再見面.，再見面在主.腳.前； 

   再見面..，再見面.，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4  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寵愛如同旗旛遮蓋； 

   使你免遇一切災害；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再見面..，再見面.，再見面在主.腳.前； 

   再見面..，再見面.，願主同在以至再見面。 

 

 

4  平 489   親近我救主靠主胸懷 
 

1 親近我救主靠主胸懷, 主阿我現在向你等待 

   樂從你吩咐尊名傳開, 向困苦罪人宣講主愛 

(副歌) 

   主阿請用我請使用我, 雖不配如我仍請用我 

   我願將所有完全奉獻, 主阿請用我請使用我 

 

2 各處去尋找失喪靈魂, 領他到主前與主親近 

   使他能領會天父宏恩, 信靠主耶穌為他捨命 (副歌) 

 

3 我空虛器皿軟弱無能, 惟願主聖靈充滿我心 

   使我靠著你祈禱儆醒, 日日傳揚主事主忠誠 (副歌) 
     



   
5  聖 150 我知道我救贖主活著 
  

一  我知道我救贖主活著，祂必再臨，全地尊崇；   

        我知祂賜下永遠生命，恩典權能在祂手中。 
 

（副歌） 

 我深知道我救主活著，祂必再臨，全地尊崇； 

我深知道祂賜下永生，恩典權能在祂手中。 
  

二  我知祂應許永遠堅定，祂的言語必不落空； 

        我肉體雖受死亡逼攻，但我仍必面見我神。（副歌） 
  

三  我知祂為我豫備美宮，祂在何處我永相從； 

        何等希奇祂賜我恩寵，再來接我相遇空中。（副歌） 

 
 

6   聖  261  我豈可再冷淡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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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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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聖 276  主！使我更愛你 
  

一  主！使我更愛你，和你更親密， 

   為你名更熱心，向你話更信， 

   對你憂更關心，因你苦更貧， 

   更覺得你看顧，更完全順服。 
  

〔副歌〕求主天天扶持我，給我力量保守我， 

     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滿意足。 
  

二  主！使我更得勝，向你更忠誠， 

    在你手更有用，對你仇更勇， 

    受苦更為忍耐，犯罪更悲哀， 

          更喜樂任怨勞，更完全倚靠。(副歌) 
  

三  主！使我更屬天，更常見你面， 

   更脫凡俗生涯，更想慕回家， 

   更願意處卑微，更被你破碎， 

         更為不顧自己，凡事更像你。(副歌) 
 

8   聖 289  求主把我捆綁 
  

一  求主把我捆綁，我纔得著釋放； 

    願主迫我向主繳械，我纔得勝奏捷。 

   當我倚靠自己；我就失敗危亟； 

    當主膀臂將我監禁，我手就更奮興。 
  

二  我心未交主時，真是軟弱愚痴； 

    自己所願自己不行，萬事漂流無定。 

   主若未加鎖鍊，就難自由進前； 

    求主慈愛將它奴隸，它纔會得能力。 
  

三  我的生命未死，終身總是喪失； 

       勝少敗多，實無能力，時為肉體歎息。 

    我若沒有死過，我就難以活著； 

    求主使我脫離自己，纔會完全得你。 
  

四  我今認識了你，也略知道自己， 

    所以今後真不願意 再藉天然能力。 

    求主永遠的靈使我生命全釘， 

      使我治死肉體行為，主興盛，我衰微。 



 
9  聖 359  在祂翼下 

  

一  在祂翼下，平安穩妥我居住，不管夜色多深，且有風雨； 

    但我能信靠，我知祂必眷顧，因祂已救我，我是祂兒女。 

  

    （副歌）在祂翼下，在祂翼下，誰能使我離祂愛！ 

      在祂翼下，這是我的家，我必與主永同在。 

  

二  在祂翼下，我能躲過我憂傷，我心滿足，我能在此安歇； 

  世上並無膏油可治我病創，在此我得祝福，我得慰藉。 

      （副歌） 
 

三  在祂翼下，何等寶貴的享受！一生在此，直到試煉過去； 

    有主保護蔭庇，無何再添愁，安息於主，我是永遠無虞。 

      （副歌） 
 

 

10  聖 360  藏身主裏 

一  在憂傷、痛苦、危險四圍之時， 

我要飛至更高磐石得安息； 

  雖然常跌倒、軟弱，我仍屬你， 

  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裏。 
  

（副歌）藏身主裏，藏身主裏，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裏。 
  

二  有時歷平順，有時孤單難忍， 

   有時遭試煉如波浪猛沖擊， 

   人生的風波如海濤湧不息， 

           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裏。（副歌） 
  

三  有時遇仇敵壓迫，竭盡全力， 

    我立磐石上，勝過四面仇敵； 

    我心得安穩，雖有風雨襲擊， 

            你是“永久磐石，”我藏身主裏。（副歌） 

 

 

 

11   敬 35  人算什麼 
 

耶和華我們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 

你將榮.耀彰顯於.天，將榮耀彰顯於天。 

觀看你所造的天，所擺設月亮星宿。 

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所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他算甚麼？ 

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你賜他榮耀冠冕。 

耶和華我們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 

你將榮.耀彰顯於.天，將榮耀彰顯於天。 

觀看你所造的天，所擺設月亮星宿。 

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所設的月亮星宿。 

環顧宇宙萬物何廣闊，試問人算甚麼。 

 

 

 

 

12   敬1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 

在祂顯能力的穹蒼讚.美.祂，要因祂.大能的.作為讚美祂， 

按著祂極美的大德讚美祂，要用角聲讚美祂. 

鼓瑟彈.琴，讚美.祂，擊鼓跳和.舞， 

讚美祂.用絲絃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祂， 

用大響.的.鈸.讚.美.祂，用高聲的.鈸讚.美.祂，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13    敬  93   主耶穌的愛真是奇妙 

 

1 再沒有比這更甜美信息，就是救主大愛與慈仁， 

   這愛使主離開天上榮華，為拯救像我這樣罪人。 

(副歌) 

  主耶穌的愛真是奇妙，真奇妙，真奇妙，真奇妙； 

  哦，主耶穌的愛真是奇妙，真奇妙！主對我真是奇妙。 

 

2 神愛廣闊如宇宙環繞我，遠近所有人類都包括， 

   神慈愛尋找拯救保守我，故我心實在能如此說： 

(副歌) 

 

3 神的慈愛非人所能明瞭，神的慈愛顯在基督內， 

   這成為我永遠歌唱信息，加略山偉大救贖的愛。 

(副歌) 

 

 

 

14   敬 152    我見一人 
 

1 我見一人懸掛在十架，我見一人懸掛在十架， 

   十架孤懸，在各各他，我見一人懸掛在十架。 
 

2 我見祂心極痛苦破碎，我見祂心極痛苦破碎， 

   十架之死，天地震動，我見祂心極痛苦破碎。 
 

3 我見祂愛流出是為我，我見祂愛流出是為我， 

   十架之愛，無與倫比，我知祂愛流出是為我。 
 

4 天路之友請與我同行，天路之友，請與我同行， 

   日復一日，主作前導，天路之友請與我同行。 
 

5 隨祂腳蹤去愛世上人，隨祂腳蹤去愛世上人， 

   捨己生命，使人得生，隨祂腳蹤去愛世上人。 

 

  
 
 

 
15  敬 228   當我們回到天家 

 

1 讚美耶穌奇.妙.恩典，昔日今.日.永不變， 

   主已升天返回明宮，預備我家在那邊。 

   (副歌) 

當我們回到天家，那日期真歡喜極大福氣， 

   當我們見耶穌，我們要常歌頌讚美。 
 

2 信徒在世雖.多.試煉，黑雲常.常.遮滿天， 

   等我走完今世路程，嘆息愁苦不再見。   (副歌) 
 

3 今世事主務.要.忠誠，常常謹.慎.我行程， 

   撇下世務高舉耶穌，但願榮耀歸主名。   (副歌) 
 

4 向著標竿努.力.前進，不久抵.達.榮耀城， 

   進入珠門行在金街，樂聞天使金琴聲。   (副歌) 

 
 

16   忘記背後 

1 忘記背後，不必再回頭，忘記過去失敗，努力往前走； 

 忘記背後，不必憶舊，尋求我主新恩，如天高地厚， 

 主已預備新恩，如天高地厚。 

 (副歌) 仰望耶穌，祂創始成終，為感神恩，要良善盡忠，          

           一生一世完全為主用。 
 

2 努力面前，不必再遲延，忘記別人褒貶，抬頭且看天； 

 努力面前，不發怨言，緊記我主使命，只求祂稱讚， 

 凡事向主負責，只求祂稱讚。  (副歌) 
 

3 壯膽剛強，不必再沮喪，忘記屬世妄想，主旨細思量； 

 壯膽剛強，顯主榮光，讓主逐步帶領，主計劃週詳， 

 主願逐步帶領，祂計劃週詳。  (副歌) 
 

4 謙卑溫柔，在主前俯首，忘記以往成就，作更深追求； 

 謙卑溫柔，更多領受，主有更大託付，已擺在前頭， 

 完成更大託付，獲公義冕旒。  (副歌) 

 



 

 

17    愛使我們相聚一起 
 

因著愛，我們又再次相聚，訴說恩典、安慰和鼓勵； 

享受靈的交通、慈心、憐恤，我們喜樂、滿足且洋溢。 

愛裡沒有懼怕，完全的愛把懼怕驅除。 

同作肢體，相互提攜、接納，同蒙天召，奔跑生命路。 

愛使我們相聚一起，彼此相愛，心心相繫， 

有聖潔情意，讓世人都知道：這愛是在基督耶穌裡！ 

愛使我們建造一起，持守真實，合而為一， 

有生命實際，讓世人都看見：永遠的愛就是神自己！ 

 

 

 

18    寶貝放在瓦器內 

1.  基督的爱激勵我,使輭弱的人變剛强, 

    我們有這寶貝還懼怕甚麽? 

    來歌唱,齊頌揚, 因主使輭弱的剛强。 

    我們有這寶貝還懼怕甚麽? 

    來歌唱,齊頌揚, 因主使輭弱的剛强。 
 

2.  主說:我恩典夠你用,主能使軟弱的剛強。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內,  

     要顯明這大能，是出於我們的神。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內， 

     要顯明這大能，是出於我們的神。 
 

3.  莫遲延,莫等待,    快起来,「你當走的路甚遠。」 

     仰望衪的必如鹰展翅上腾, 

     来擁抱大能者,主能使疲倦的起來。 

     仰望衪的必如鹰展翅上腾, 

     来擁抱大能者,主能使疲倦的起來。 

 

 

19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心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明媚的春光裡，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們陶醉，我們歡樂，早把主恩典忘記。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希望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穩妥的事業裡，在迷人的笑聲中， 

我們遊戲，我們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記。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愛心何處失落，我願悔改重新再得著。 

在艱苦的歲月裡，在百般的試煉中， 

我們禱告，我們儆醒，毋把主恩典忘記。  
 

願那復興我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 

起初的信望愛何處失落，我願悔改現在就得著。 

 
 

20    主是真帳幕  
 1. 主是那真帳幕住在人中_間, 尊榮祭司成為神人中保,  

   一次獻上,還清你我眾罪債, 神的羔羊,成就更美之約.  

   惟獨基督,我心所愛所渴慕, 是我詩歌,滿有喜樂盼望.  

   晨光照遍黑夜沉睡的心靈, 使我再次跑到施恩座_前. 
 
 2. 啊親愛主, 我心安息在祢_懷, 猶如嬰孩,安睡在母懷,  

   天地幻變, 主愛卻絲毫不變，醒啊我靈,俯伏在主足前. 

    惟獨基督, 萬膝要向祢跪拜, 萬口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獻上千萬歌聲不停唱和, 願與天上敬拜讚美和_應.  
 
 3.  那至聖者, 用帳幕覆庇祂百姓, 天上嗎哪, 每日及時供應， 

 降下恩雨，滋潤乾渴的心_靈，大愛牧人，必牧養他_們， 

 引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_源 ，也必擦去他們臉上眼淚，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衆女子阿！ 

 這是我良人，這是我的朋_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