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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京中華基督教會 國、粵語聯合崇拜報告 

11 月 21 日 

 

主啊，我們的活水泉源，裝備祢的教會在我們所處之地成為祢的屬靈綠洲， 

榮耀全歸祢！祈禱奉耶穌的名。阿們。 
 
 
 

（部分報告只關於粵語崇拜事工）😊 
 

1. 崇拜上午 9:30 開始，9:00 時可以入群。請靜音。攜朋帶友參加！神祝福您！ 

2. 今天崇拜使用的是粵語堂 zoom 鏈接。 

3. 溫馨提示 

 11 月 23 日。粵語生命之道課程「十二先知上—火煉的新生」，晚上 8 時。 

 11 月 28 日，粵語崇拜，上午 9:30。粵語崇拜是日只在 zoom 線上，當日在教堂

沒有實體崇拜。 

 12 月 5 日，國、粵兩堂聖餐聯合崇拜，上午 10:45 

 請將奉獻放入牆上的奉獻箱中，樓上禮堂有一個，楨桂堂也有一個。 

4. 學習多些祈禱。禱告從來不是上帝的子民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應是我們的第一個行

動。這幾週，每週將提供一到二個祈禱方面，弟兄姊妹為神的國度努力代祷。這一週

的禱告重點是：如何為新信徒（或者我們經常軟弱）的信心、靈命禱告，禱告直到基

督的生命成形在信徒身上。 

一、 禱告他（我們）在靈命上能逐漸成熟。「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
元首基督。」（以弗所書 4:15） 

二、 禱告老我的死去，並他（我們）會效法耶穌的死並經歷神復活的大能。「使我
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或者我
也得以從死裡復活。」（腓立比書 3:10-11） 

三、 為他（我們）能在愛中成長，知識、經驗、敏銳禱告。「我所禱告的，就是要
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
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腓立比書 1:9-11） 

四、 禱告他（我們）被聖靈充滿。「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
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路加福音 11:13） 

五、 禱告他（我們）有聖靈的能力來作見證。「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
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使徒行傳 1:8） 

六、 禱告他（我們）會發現聖靈所賜給他們（我們）的恩賜。「這一切都是這位聖
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哥林多前書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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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禱告他（我們）能謙卑受教，能接受教導。 

八、 禱告他（我們）有固定謹守的靈修時間，並會規律的讀聖經與禱告。禱告他
（我們）能了解所讀的聖經，並且會在禱告生活中有所長進，天天遇見神。 

九、 禱告他（我們）會成為真門徒，是耶穌基督的跟從者。 

十、 禱告他（我們）會積極地過教會生活，並知道他（我們）在神國度中應盡的責
任。 

十一、禱告他（我們）能自發地見證如何得救，以及在基督裡的新生活。 

十二、為他（我們）和家人的關係禱告。如果是個小孩，為他與父母的關係禱告，如
果是已結婚的人，為他（她）與配偶間的關係禱告。 

十三、十四、禱告他（我們）就像一塊大理石，在一位偉大的雕刻家面前，讓雕刻家
在大理石上，用鑿子和鎚子一點點地雕成他（我們），至中滿有主的形象。 

我們如此為自己和他人禱告，直到基督的生命成行在弟兄姊妹身上。 

5. 祈禱實體敬拜榮耀神 — 愿更多的人來參加崇拜、參與教會事工。 
 
 

 
 

第二十七個三一主日 

敬 拜 流 程 

 

神 喜 悅 您 的 到 來！ 
 

歡迎您參加實體或在線崇拜。文件目的是為敬拜用，榮耀歸給神！😊 

 

歡迎   
 

禱告   
 

宣召經文 以賽亞書 43:4；63:9；耶利米書 31:3；詩篇 103:1。當代譯本。 

 凡有生命氣息的，都當稱謝耶和華，因為上帝的話語裡說… 

 我耶和華珍視你，看重你，深愛你，所以耶和華我用人代替你，用列邦交換你的生

命。耶和華苦祂子民所苦，親自拯救他們。祂本著慈愛和憐憫救贖了他們。自古以

來一直支持，照顧他們。從前，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不變的愛愛

你，我以慈愛吸引你到我身邊。”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我要全心全意地稱

頌祂的聖名！ 
 

詩歌《感謝神 Thanks To God》。國語詩歌版。可選擇聽播放，或點擊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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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fwJAiFdJ4  

 感謝神賜我救贖主    感謝神豐富預備    感謝神過去的同在    感謝神主在我旁 

感謝神賜溫暖春天    感謝神淒涼秋景    感謝神抹乾我眼淚 — 感謝神賜我安寧 

 感謝神禱告蒙應允    感謝神未蒙垂聽    感謝神我曾經風暴    感謝神豐富供應 

感謝神賜我苦與樂    在絕望中得安慰    感謝神賜無限恩典 — 感謝神無比慈愛 

（音樂過門） 

 感謝神賜路旁玫瑰    感謝神玫瑰有刺    感謝神賜家庭溫暖    感謝神有福盼望  

感謝神賜喜樂憂愁    感謝神屬天平安    感謝神賜明天盼望 — 感謝神直到永遠 

感謝神賜喜樂憂愁    感謝神屬天平安    感謝神賜明天盼望 — 感謝神直到永遠 
fade out at 3:13 – music ends at 3:28 

 

詩歌《全然向祢 All For You》。國語詩歌版。可選擇聽播放，或點擊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0pVMc5kQQ  

 當讚美的旋律響起    我的心全然向祢 

當聖靈的恩膏滿溢    我的靈不再封閉 

讚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    我心中的喜樂川流不息 

讚美的音符如雪花飄逸    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  

 我要開口向祢讚美稱謝    永永遠遠    讚美不停    永永遠遠    稱謝不已  

我要欣然向祢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獻上自己    一生一世    腳步不離 
 

信息經文 歷代志下 20:20-26。當代譯本。 

 20 第二天清晨，眾人起來去提哥亞的曠野。他們出發的時候，約沙法站著說：「猶

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請聽我說！要信靠你們的上帝耶和華，你們就必堅立；

要相信祂的先知，你們就必得勝。」 21 約沙法與眾人商議後，就派歌樂手穿上聖

潔的禮服走在軍隊前面，讚美耶和華，說：「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的慈愛永遠

長存！」 

 22 他們開始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前來攻打猶大的亞捫人、摩押人

和來自西珥山的人，打敗了他們。 23 原來亞捫人和摩押人攻擊來自西珥山的人，

消滅了他們，然後亞捫人和摩押人又自相殘殺。 

 24 猶大人來到曠野的瞭望塔俯瞰那支大軍，發現敵軍屍橫遍野，無一倖免。 25 約沙

法和他的百姓前去拾財物，發現屍體中有許多財物、衣服和貴重物品，多得拿不

完。他們拾了三天才拾完。 26 第四天，他們聚集到一個山谷，一起稱頌耶和華。

那裡從此名叫比拉迦（「比拉迦」就是稱讚的意思）谷，直到今天。 

 

不讀；信息背景 

 （猶大國國王約沙法禱告退敵）1 後來摩押人 Moabites、亞捫人 Ammonites 同一些
米烏尼人 Meunites 一起來攻打約沙法。 2 有人稟告約沙法說：「有一支大軍從死海
對岸的以東（也就是亞蘭）殺來，已經攻到哈洗遜·他瑪 Hazazon Tamar。」哈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pfwJAiFdJ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0pVMc5k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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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他瑪就是隱·基底 En Gedi，距離耶路撒冷只有三十二哩。 3 約沙法很害怕，決定
尋求耶和華，在整個猶大宣告禁食。 4 猶大人聚集起來尋求耶和華。他們從猶大各
城前來尋求耶和華。 

 5 約沙法站在耶和華殿的新院裡，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民眾面前， 6 說：「我們祖
先的上帝耶和華啊，你不是住在天上的上帝嗎？你主宰萬邦萬國，你手中有權柄和
能力，無人能抵擋你。 7 我們的上帝啊，你不是曾經在你的以色列子民面前驅逐這
地方的居民，把這片土地賜給你的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永遠作產業嗎？ 8 你的子民
在這裡居住，為你的名建造殿宇，說， 9 『如果我們遭遇禍患，無論是戰禍、瘟疫
或饑荒，當我們在急難中站在這殿前向你呼求時，你必定垂聽，施行拯救，因為你
的名在這殿裡。』 

 10 「從前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你不准他們侵犯亞捫人、摩押人和來自西珥山
的人，他們就繞道而行，沒有毀滅這些人。 11 但現在這些人要報復我們，把我們
從你賜給我們作產業的地方趕走。 12 我們的上帝啊，難道你不懲罰他們嗎？面對
前來攻擊的大軍，我們無力抵擋，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只有仰望你。」 

 13 猶大人與他們的妻子、兒女和嬰孩都站在耶和華面前。 14 這時，耶和華的靈降在
雅哈悉身上。雅哈悉是利未人亞薩的後裔、瑪探雅的玄孫、耶利的曾孫、比拿雅的
孫子、撒迦利雅的兒子。 15 他說：「全體猶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
啊，你們要留心聽！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你們不要因敵軍強大而恐懼驚慌，因
為戰爭的勝敗不在乎你們，而在乎上帝。 16 明天你們下去迎敵，敵軍會從洗斯坡
上來，你們一定會在耶魯伊勒曠野前面的谷口遇見他們。 17 你們不用與他們交
戰，只要守住陣勢，站立不動，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啊，不要恐懼，不要驚慌，明天只管出去迎敵，耶和華必與你們同在！』」 

 18 於是，約沙法面伏於地，所有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都俯伏在耶和華面前敬
拜祂。 19 哥轄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站起來，高聲讚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華。 

 20:20-26 今天經文 

 27 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在約沙法的帶領下，歡歡喜喜地返回耶路撒冷，因為耶和華
使他們戰勝了仇敵。 28 他們一路彈琴、鼓瑟、吹號回到耶路撒冷，進入耶和華的
殿。 29 列邦列國聽聞耶和華打敗了以色列的敵人，都很懼怕。 30 因此，約沙法執
政期間國家太平，因為他的上帝賜他四境平安。 

 所羅門王死後，以色列分裂為北王國（仍然以“以色列”自稱）和南王國
（或稱“猶大”）。當時北王國被外國勢力征服經已消失，只剩下南方的猶
大國。國王是約沙法。 

 無緣無故興，令人意想不到的四國聯軍：摩押人、亞捫人、米烏尼人一起來
攻打約沙法 

 約沙法的反應：「懼怕」、「決定尋求耶和華」，「宣告禁食」（20:3） 

 猶大各地的人也聚集耶路撒冷一同尋求神（20:4） 

 約沙法與猶大人同心合意尋求神，他的禱告分為三段（20:5-12）： 

（1）讚美；讚美神過去的偉大作為與帶領（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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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訴苦；告訴神面對的困難（20:10-11） 

（3）祈求；將來要發生什麼的事在於神，仰望神（20:12） 

 在讚美中，約沙法看見耶和華的作為（20:22-26）— 今天的經文重點 

 

心靈雞湯 《在讚美神中經歷得勝》 
 

詩歌《一路引導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盲眼詩人芬尼·克羅斯比（Frances 

Jane Crosby，1820-1915）在她八十歲時寫下這首詩歌，見證她一生的寫照：她一生相信

主的安排，享受快樂泉源，因為她不停歌唱感恩讚美，主的帶領一路從不缺乏。她一生

共寫了九千首詩歌，每一首都帶有恩典讚美。粵語詩歌版。可選擇聽播放，或點擊鏈接
觀看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2FM1QKMMw    

 我一路蒙救主引導，一切別事何必求？ 

豈能疑惑耶穌愛憐，一生危險主拯救； 

天上平安聖靈安慰，都從信心可以得， 

我深知無論遇何事，主必為我安排妥。 

 我一路蒙救主引導，彎曲路為我指明， 

賜我力量忍受試煉，降下天糧養靈命， 

雖然行路有時疲倦，我心靈乾渴可憐， 

在我眼前有靈磐石，快樂泉源湧不停。 

 我一路蒙救主引導，主慈愛何等豐富， 

主應許在天父家裏，為我預備安樂處， 

等我變化得著榮體，升到天上光明所，  

我要永遠唱此美句，耶穌凡事引導我。 
 

祈禱、讚美、祝福《三一頌 Doxology》；若可以，請站立。可選擇聽播放，或點擊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oZ4A1SXEY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讚主恩，天上萬軍頌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

靈。阿們。 
 

靜音取消，歡迎線上互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2FM1QKMM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oZ4A1SX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