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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福堂月禱會 

日期：2021.1 15(五) 晚上 8:00-9:30 

地點：屯福堂 （網上直播： 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 

主題：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項目 內容 

會眾安靜 
 

敬拜 1 
詩篇 103 （大衛的詩） 

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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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剛開始，你的「屬靈指南針」是否校準？ 

二十世紀美國牧師陶恕： 

「一年的結束，不必帶着傷感。基督徒的生命絕非常像一首輓歌，相反，

這實在是一首士氣高昂的進行曲。」 

 

敬拜 2 
【當聖徒進入天家】（紅青 189） 

Chorus 

當聖徒進入天家， 

當聖徒進入天家， 

主，我願亦在他們當中， 

當聖徒進入天家。 

Verse 1 

在世上我只為客旅， 

經過這黑暗路程， 

我目的是美麗天城， 

當聖徒進入天家。 

Free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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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 2 

我知道我必見救主， 

若我罪已象赦免， 

天堂門必為我大開， 

當聖徒進入天家。 

Chorus 

Oh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Oh Lord I want to be in that number 

When the saints go marching in 

 

【來頌讚主】（基恩敬拜）https://youtu.be/alrVaUJZlTQ 

來頌讚主，來頌讚主， 

來頌讚主請快高歌， 

天天要齊頌聲歌唱， 

頌讚主心裡歡唱。 

 

 
陶恕牧師： 

「我們也曾享受校園生活，多年的學習必然令我們獲益良多。但基督徒不

單只要學習，不單只要思考；最緊要的，是要相信。究竟基督徒相信誰？

所相信的對象，若有任何偏差，對基督徒生命影響至大。」 

 

敬拜 2 
【我知誰掌管前途】詩集：生命聖詩，283 

我知誰掌管前途，我知祂握著我手； 

在神萬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 

故我面臨的遭遇，不論大小的難處， 

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託主。 

 

https://youtu.be/alrVaUJZl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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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對象：校正屬靈指南針（猶大書） 

猶大書 17-25 節 

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18 他

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19 這

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 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

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22 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

們； 23 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

憐憫他們，連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 

24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

們的救主獨一的神， 25 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

於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猶大書的兩個寫作目的： 

A. 揭發假先知滲透教會的行為。 

B. 鼓勵基督徒就所信的福音站穩，並要為真理辯護。 

 
兩個「代名詞」顯示出兩個優次原則，是信徒校正屬靈指南針不可或缺

的： 

A. 「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v.17）及「你們卻要…」（v.20）

的「你們」 

B.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的「那」（v.24） 

 
校正屬靈指南針，是要尋找方向： 

A. 校正焦點（你們） 

B. 真理基礎（「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 

 
屬靈眼界要正確：校正焦點（你們） 

▪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

話。」（v.17） 

▪ 你們要記念！不要忘記（校正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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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用使徒的教訓提醒信徒：「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

的私慾而行。 19 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

人。」 

▪ 上帝的召命：最首要和最迫切的，是要保持最高警覺，校正焦點 

▪ 我們活在「末世」（v.18）！不要作「屬乎血氣」的人（v.19） 

▪ 猶大充滿激情地勸勉：「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v.20-

23） 

▪ 不要做屬世的人，乃要做上帝聖潔的子民（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

己） 

▪ 上帝召我們從這世界分別出來！堅定相信，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

中！ 

▪ 校正焦點：你們卻要！！ 

詩歌／默想／

祈求 

【求呼召】甄燕鳴  

Verse 1 

求呼召, 讓我歸向祢, 

遵守主教誨, 話語中飽足. 

神真道在我心播種, 

深刻的蓋上恩主的印記 

Chorus 1 

憑信念相愛, 要同心見證, 

求每日光照, 點燃主聖善名; 

求呼召, 願祢充滿我, 

身心交予祢, 彰顯主美意 

 

默想： 

▪ 面對生活上各種困難，作為主的門徒，你的態度與其他未信主的人有

什麼分別？ 

▪ 在困難中，你最記得「主耶穌基督之使徒所說的話」是什麼？ 

 
 

https://cantonhymn.net/songtranslate/%e7%94%84%e7%87%95%e9%b3%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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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目標要堅定：真理基礎（「那」能保守…） 

▪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心中只有上帝！ 

▪ 不再牽掛：我們的需要、所處的環境、憂慮與恐懼；單仰望上帝！ 

▪ 只有上帝能夠保守我們有能力站穩不失腳！ 

▪ 以尋求上帝作我們的人生目標，不能靠自己血氣 

▪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基礎只有一個：上帝 

▪ 面對 2021 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根基建造在上帝裏面的居所 

 

 
你的屬靈指南針是否已經校正？ 

▪ 有正確的屬靈眼界：我們從這世界分別出來 

▪ 上帝是我們造就自己的唯一根基 

正確的指南針，指引我們「歡歡喜喜站在祂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

神」，走過 2021 年。 

 

詩歌／默想／

祈求 

【求呼召】甄燕鳴  

Verse 1 

求呼召, 讓我歸向祢, 

遵守主教誨, 話語中飽足. 

神真道在我心播種, 

深刻的蓋上恩主的印記 

Chorus 1 

憑信念相愛, 要同心見證, 

求每日光照, 點燃主聖善名; 

求呼召, 願祢充滿我, 

身心交予祢, 彰顯主美意 

Verse 2 

求教導, 願徹底信靠, 

當謙卑聖潔, 每一刻敬畏; 

求考驗, 望祢鞭策我, 

將心思鑑察, 意念盡無瑕. 

https://cantonhymn.net/songtranslate/%e7%94%84%e7%87%95%e9%b3%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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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us 2 

慿信念展翅, 我們終看見, 

完美是主愛, 顯明尊貴大能; 

神真道, 讓信心散佈, 

蒼天可廢去, 祢話獨長存 

 

默想： 

▪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是不靠自己，方法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

中」；此刻有什麼事情攔阻你進入神的愛中？ 

▪ 面對 2021 年，你是「歡歡喜喜」，抑或「憂憂愁愁」？上帝能夠保

守你「不失腳」，只要你把根基穩扎於聖經。你每天願意用更多時

間，更專注研讀聖經嗎？ 

詩歌／默想／

祈求 

【和祢沒阻隔】（甄燕鳴）(Nearer, My God, to Thee ) 

Verse 1 

請拖帶我就近，連結一起， 

歌聲滿載願望，和祢沒阻隔; 

祢甘背上十架，降卑犧牲捨己， 

升高了我地位，來靠近主祢 

Verse 2 

身經晦暗夜幕，迷惘慌張， 

心躺進庇護石，靈鎮靜舒暢。 

我安歇美夢裡，更嚮往靠近神 

請拖帶我就近，和祢沒阻隔 

Verse 3 

主開拓了道路，朝向天家， 

恩手帶領輔助，憐憫內鞭策; 

聽! 天使叫喚我，更嚮往靠近神， 

請拖帶我就近，和祢沒阻隔 

 

主與我們同在 請為你小組中的弟兄姊妹禱告：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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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4 
屯福堂會眾的讚美詩 

詩篇 103 （大衛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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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聽從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稱頌耶和華！ 

21 你們做他的諸軍、做他的僕役、行他所喜悅的，都要稱頌耶和華！ 

22 你們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處都要稱頌耶和華！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 

 

 
20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