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尋求耶和華與他的能力，時常尋求他的面。

(詩105:4)

崇拜即將開始，

請會眾將手提電話關掉，

或把鈴聲轉為震機模式；

並安靜於坐位，

預備敬拜的心來仰望神。





(若你身體不適或不方便，敬拜時請不必站立)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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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你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耶和華，我從深處，
從深處向你求告。

求你聽我的聲音，

願你側耳。



側耳聽我懇求 ，
聽我懇求的聲音。

你若究察罪孽，

誰能站住 ?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華，

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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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候耶和華，

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
主是患難中力量；

主是我幫助，我幫助，

主是隨時幫助。



主是避難所，我避難所，
主是堅固避難所；

主是我力量，我幫助，

惟主是避難所。



大地雖會改變，
高山雖會搖動；
大海翻騰，大浪戰抖，
但我們卻不害怕。
喂哦，喂哦，喂哦，喂哦，
喂哦，喂哦，喂哦，喂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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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雖會改變，
高山雖會搖動；
大海翻騰，大浪戰抖，
但我們卻不害怕。
喂哦，喂哦，喂哦，喂哦，
喂哦，喂哦，喂哦，喂哦。





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

要稱頌他的聖名！

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

恩惠！

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4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

冕。

5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

還童。

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7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

為。

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

的慈愛。

9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10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

孽報應我們。

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

等的大！



12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

遠！

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

畏他的人！





1. 我曾捨命為你
我血為你流出

救你從死復起

使你多罪得贖



為你 為你 我命曾捨
你捨何事為我

為你 為你 我命曾捨

你捨何事為我



2. 我曾離別天庭
我父光明寶座

撇棄華冕榮形

並受貧苦難過



為你 為你 天庭曾捨
你捨何福為我

為你 為你 天庭曾捨

你捨何福為我



3. 我曾多受艱難
口舌莫名其苦

使你大得平安

免受上主震怒



為你 為你 我身曾捨
你忍何辱為我

為你 為你 我身曾捨

你忍何辱為我



4. 我今廣賜天恩
已往之罪塗抹

救你至寶靈魂

免死轉能永活





真的假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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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假不了

•神是全能者



神是全能者

•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这
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创世记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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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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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这
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创18:14）

•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利米
书32:27）

•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
希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
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4-26）



“神能不能造一个祂自己搬不起的石头？”



能不能？

能 不能



能不能？

能 不能？



“神会不会造一个祂自己搬不起的石头？”



“人会不会造一个他自己搬不起的石头？”



• “会，不会”是表明一个立场，一个取向，和一个诀定。

• “能，不能”是指能力是否做得到。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听见这话，就希奇得很，说：这样谁能
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4-26）



•他是个少年人（马太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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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小就遵守律法



•他是个少年人（马太19:22）

•他有很多产业

•他谦卑的跪在耶稣面前求问永生

•他从小就遵守律法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马可10:21）



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
事都能。（马可福音10:27）



真的假不了

•神是全能者

•神是创造万有的主



“物种起源”达尔文



寒武纪时期的生命大爆发

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现这个时期的化石群，都共
同印证了一个非常壮观的现像，就是非常多不
同种类的生物几乎同时在这个时期出现。



加拿大
伯杰斯页岩



中国云南澄江化石群



•如果小王是阿光的儿子，小王跟阿光的样貌
应该很相似。



•如果小王是阿光的儿子，小王跟阿光的样貌
应该很相似。

•因为小王跟阿光的样貌很相似，所以小王应
该是阿光的儿子。



小
王
与

阿
光



•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
近的特征；



•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
近的特征；

•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
进化来的。



《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
Michael Denton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
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
诿。（罗马书1:20）



真的假不了

•神是全能者

•神是创造万有的主

•耶稣是复活主



《重审耶稣》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
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哥林多前书15:14）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
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
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
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使徒行传17:31-33)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
面照着他。
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
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阿，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
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使徒行传9:3-9）



亚拿尼亚回答说，主阿，我听见许多人
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
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
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
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
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
苦难。
（使徒行传9:13-16）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
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
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
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
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哥林多後书11:23-26）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
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哥林多前书15:14）





1.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2. 有一位神，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有一位神，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Announcements



每週金句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

然，因為神凡事都 能。」」 馬可福音10：27





默禱散會
彼此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