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就是行為正
直、作事公義、心裡說實話的人。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朋
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他眼中藐視匪類，卻尊重那敬畏耶和華
的人。他發了誓，雖然自己喫虧也不更改。他不放債取利，不受
賄賂以害無辜。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搖。詩篇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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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潔的祢



尊貴 榮耀 美麗
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 永在全能

至高的讚美歸你 一切向主屈膝
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

被殺救主 當得讚美 願國度權能屬你



今我跪拜聖潔的你
你的尊貴極完美 那可相比
在你手中執掌真理

權柄永久 百姓都因你歡喜
我讚頌你



尊貴 榮耀 美麗
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
萬世救主 永在全能

至高的讚美歸你 一切向主屈膝
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

被殺救主 當得讚美 願國度權能屬你



今我跪拜聖潔的你
你的尊貴極完美 那可相比
在你手中執掌真理

權柄永久 百姓都因你歡喜
我讚頌你



我獻上頌讚到你座前
崇拜君尊救主



我獻上頌讚到你座前
崇拜君尊救主



今我跪拜聖潔的你
你的尊貴極完美 那可相比
在你手中執掌真理

權柄永久 百姓都因你歡喜
我讚頌你



我讚頌你！
敬拜屬你！



尊貴之君



你 居於至高國度裡
君尊放下變成僕人
道降下世間
寧願降服十架捨身
得勝罪惡的拘禁
一切為拯救世人
成就偉大救恩



頌讚上主權能
頌讚上主你犧牲
藉救贖大能
彰顯恩惠慈愛至深



願讚頌主權能
高聲呼喊：主愛臨近
神恩典成全
至高主厚愛達永遠



你 居於至高國度裡
君尊放下變成僕人
道降下世間
寧願降服十架捨身
得勝罪惡的拘禁
一切為拯救世人
成就偉大救恩



頌讚上主權能
頌讚上主你犧牲
藉救贖大能
彰顯恩惠慈愛至深



願讚頌主權能
高聲呼喊：主愛臨近
神恩典成全
至高主厚愛達永遠



尊貴之君

全地頌讚主恩



頌讚上主權能
頌讚上主你犧牲
藉救贖大能
彰顯恩惠慈愛至深



願讚頌主權能
高聲呼喊：主愛臨近
神恩典成全
至高主厚愛達永遠



神恩典成全

至高主厚愛達永遠



聽命勝於獻祭



如常的頌讚 如常的事奉
問 是為要得著誰認同
可會是麻木裡服從

然而愛主的心漸已凍
令讚美話語更顯不由衷



沉迷生活裡 忙亂添負累
手 在罪與虛空裡下垂
只盼望重遇見著神

和蒙召的恩可漸配襯
願再愛著袮 緊遵主教訓



讓我知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 較獻精金可貴

願祢鑒察我心 是否敬畏祢過
於一切



聽命勝於獻祭今懇求袮
賜我火的洗禮

剔出污穢 冷漠也燒毀
重將這心歸祢



如常的頌讚 如常的事奉
問 是為要得著誰認同
可會是麻木裡服從

然而愛主的心漸已凍
令讚美話語更顯不由衷



沉迷生活裡 忙亂添負累
手 在罪與虛空裡下垂
只盼望重遇見著神

和蒙召的恩可漸配襯
願再愛著袮 緊遵主教訓



讓我知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 較獻精金可貴

願祢鑒察我心 是否敬畏祢過
於一切



聽命勝於獻祭今懇求袮
賜我火的洗禮

剔出污穢 冷漠也燒毀
重將這心歸祢



熬煉我 用袮火
再潔淨我靈熔解罪捆鎖

降服於主心意
為袮一生常燃著火 願袮可…



讓我知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 較獻精金可貴

願祢鑒察我心 是否敬畏祢過
於一切



聽命勝於獻祭今懇求袮
賜我火的洗禮

剔出污穢 冷漠也燒毀
重將這心歸祢





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麼？你

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我心裡籌算，終日愁苦，

要到幾時呢？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看顧我，應允我！使我眼目

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

他；免得我的敵人在我搖動的時候喜樂。但我倚靠

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我要向耶和華

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動盪變遷，世事難料，
徬徨裡失去目標，生老病危，
苦罪是謎，人生消失似煙；
禍患困擾，天災難料，
誰定向為我指示？

唯獨救主，可指引方向，
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



明天告別時，幻變世界會終結，
唯獨你永活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你是盼望，是你主宰今天，

明日掌管於你手裡。



明天告別時，幻變世界會終結，
唯獨你永活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你是盼望，是你主宰今天，

明日掌管於你手裡。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

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

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我願意給你，

整個的生命，

無論是苦楚快樂，

我願仍然給你，



盼望你垂聽，盼望你安慰，

讓我的一生分秒，

每刻也擁有你。



我願意跟你，走過一生路，

前面是崎嶇滿途，

我願仍然跟你，



盼望你鼓舞，盼望你引領，

讓我的一生分秒，

每刻永遠屬你。



我願意給你，

整個的生命，

無論是苦楚快樂，

我願仍然給你，



盼望你垂聽，盼望你安慰，

讓我的一生分秒，

每刻也擁有你。



我願意跟你，走過一生路，

前面是崎嶇滿途，

我願仍然跟你，



盼望你鼓舞，盼望你引領，

讓我的一生分秒，

每刻永遠屬你。





1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
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2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把你
所經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3 那管家心裡說：『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
作甚麼？鋤地呢？無力；討飯呢？怕羞。

4 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
家裡去。』

5 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的叫了來，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6 他說：『一百簍（每簍約五十斤）油。』管家說：『拿
你的帳，快坐下，寫五十。』

7 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
管家說：『拿你的帳，寫八十。』



8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
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
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
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11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
財託付你們呢？

12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
東西給你們呢？

13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
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
耶穌。







浩瀚的宇宙藏著智慧之端，
這是神手所顯偉大，
諸天滿載你恩典。

無窮無盡的背後藏滿了你的心意，
試問誰可媲美如你！



造物主美善如像卓爾畫師，
塑造人生許多燦爛，
今天更覺太精采。

原來平靜中有著神你賜予的福氣，
給予無比的色彩是你。



看看天空的廣闊無盡，
細細數數主厚恩，

我獻上心中這一闕愛歌，

來頌讚父你大愛是那麼多。



願將一生獻上
用我的讚美傳頌智慧主，
願將一生獻祭
用我的讚嘆傳達你救恩。



仰望神尊貴，
今古世代裡唯獨你掌管一切。

亙古到萬世，神大愛豈可估計。



Announcements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
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路加福音十六：10





默禱散會 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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