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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在每一代以生命見證 活出基督的樣式 轉化社區

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預備心靈                        坐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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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因為他
是我們的上帝；我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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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日報告
1. 歡迎第一次蒞臨本堂參加崇拜的朋友，散會後歡迎您留步片刻，讓我們彼
此更多認識。
2. 是主日因東貿廣場進行供電系統維修工程，上午 8:30 才恢復電力，故早
堂崇拜改於上午 8:45-10:00 舉行，中堂及午堂崇拜時間不變。敬請留意。
3. 已購買 2016 年全年好日曆的弟兄姊妹，請到收費報名處領取！
(早堂-趙閏妹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4. 林志文牧師前往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證道。
家事報告
1. 教會祈禱會為「明年事工及竹居台宣教士李偉良家庭」祈禱，於 18/11(三)
晚上 8:00 及 19/11(四)下午 1:00 舉行。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
2. 11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6/11(四)晚上 7:30 在東貿召開，敬請各堂委留意。
3. 本年度教友大會將於 6/12(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廣場舉行，有關資料文
件，會友可於 B 單位領取或從電郵收取。另本堂的核數報告已貼於壁佈
板，敬請留意。
愛心茶聚
主辦：傳道部
不論是舊雨新知，都歡迎你們一齊來飲茶食餅，談談信仰，笑說人生，
建立關係。
日期：11 月 22 日(下主日)
時間：上午 9:30 至 10:15 及上午 11:00 至 11:45
地點：東貿廣場 11 樓空中花園
2015 年感恩祈禱會
日期：11 月 28 日(六)
時間：晚上 6:00 至 7:30
地點：東貿禮堂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主的恩典實在數之不盡，
豈能少了你的分享呢？我們今年會繼續舉辦感恩祈禱會，誠邀你撥冗出席。
另外今年我們加設了六個「黃金見證」時段，於當晚你可享有 3-5 分鐘時間
詳盡地分享你經歷神的個人見證，請儘快在 12 樓 E 單位牆壁上填上你的名
字喔…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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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聖誕月「愛到家」
目的：1)在聖誕福音喜訊傳與未信主的親友
2)關懷教會長者
日期：12 月 1-31 日
內容：關懷、分享、唱聖誕歌
行動：1.小組最少探訪一個家庭
（組長填妥小組回應表後，交給辦工室同工）
2.其他弟兄姊妹可選擇探訪或被探訪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聖誕龍山堂交流
主辦：差傳小組
聖誕是普天同慶、萬眾同歡的日子，你願意與順德龍山堂弟兄姊妹、
朋友一同分享這快樂的時光嗎？
日期：12 月 25-26 日(五至六)
費用：$1200 (教會資助 1/3)
報名：12 樓 E 單位牆壁上
截止日期：11 月 29 日(主日)
出發前會議：5/12(六)下午 4:00，12/12(六)下午 4:00，23/12(三)晚上 7:30
內容：
1. 協助龍山堂舉辦聖誕福音晚會
2. 在晚會帶領詩歌敬拜
3. 分享你的見證
4. 一同跳讚美操
如果你願意主動認識朋友，又能以基本的普通話溝通，也能出席三次會議，
祈禱後，神有感動你的心，請你在報名表上填上你的名字。名額 20 位，
需要簡單面試。如有任何疑問，可向林志文牧師查詢。

財政收入
鄧碧瑤、李玉琴、張玉清、莫耀平、陳巧華、伍國和、郭志華、鄭曉玲
趙淑清、李裕屏、李玉蓮、曾月華、陶世吉、李麗群、侯蕙燕、林俊賢
李樂恩、馮潔玲、林曉榮、陳志強、呂慧敏、陳施芳、林鳳儀、林顯基
王立基、京柏蓮、林凱欣、高小慧、趙錦蘭、李曼玲、林顯望、丘玉珍
叢錦英、陳煥珍、蕭展意、張佩霞、陳智明、姚根英、龍桂崧、陳沁芬
廖達成夫婦、劉志偉夫婦、劉耀泉夫婦、關寶煇夫婦、羅李妙容、顧梅
主日獻金共收$95,614.50
本月至今收獻金 $253,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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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洗禮崇拜
日期：12 月 27 日（主日） / 時間：上午 10:00
地點：青年廣場Y綜藝館（柴灣港鐵站A出口，穿過新翠商場後，沿天橋
靠右行，見斜路直落至草地大堂入口）
註：1. 請崇拜司事於上午 8:45 到達
2. 請洗禮者於上午 9:30 到達。教會已安排前排座位，請按照姓名入座
聖誕聚餐
日期：12 月 27 日（主日） / 時間：下午 1:00
地點：柴灣怡軒酒家
內容：午膳、洗禮者分享見證、遊戲、抽獎
費用：120 元（弟兄姊妹、新朋友及洗禮者）
80 元（洗禮者自付請客）
，4 歲或以下免費（需報名）
對象：本堂弟兄姊妹及新朋友
截止：12 月 13 日（主日）
備註：截止後報名，一律收費為 140 元
報名：早堂-趙閏妹姊妹、中堂-甄美娟姊妹、午堂-陳鳳萍姊妹

2015 年 11 月份教會祈禱會
地點

東貿

日期
4/11(三)
5/11(四)
18/11(三)
19/11(四)
28/11(六)
28/11(六)
28/11(六)
28/11(六)
逢星期日

時間
晚上 8:00
下午 1:00
晚上 8:00
下午 1:00
下午 6:00
下午 6:00
下午 6:00
下午 6:00
上午 7:30

性質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全教會
分區-太古城
分區-小西灣
分區-將軍澳
分區-筲箕灣
全教會

負責人
廖愛霖
廖愛霖
林志文
林志文
全年感恩祈禱會
全年感恩祈禱會
全年感恩祈禱會
全年感恩祈禱會
王敏瑛

人數
24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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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事奉人手
講員/主題

柴灣堂

【成人崇拜】
【兒青崇拜】

大喜樂
成人崇拜

總數：

103

中堂

12
仁愛
317 兒青崇拜

144
16

午堂
70
主日飛躍
16
活力寶寶
19
總數：
63

招 待

影 音

關新組

插花

活力寶寶

仁愛

大喜樂

飛躍敬拜

林美儀
李劍儀、許諾思
羅美蓮、陳嘉慧 麥雯卿
參與
鄭寶玉
趙錦蘭、林鳳儀
何家輝
張寶怡 成人崇拜
張玉英
余楚珍
下
王彩娣、蘇麗珍
侯蕙燕、姜貴來 陸秀嫻
鄭禮謙
林志文
週
黃揚芳、卓銘信
馮美寶
陳珮華
鄭寶玉
註：所有事奉人員將不會另作通知，如需調動，請與李恆瑜聯絡。
本
週

早堂

領唱/司琴

歐 娟
曾富超 植浩文 王健瑛
早
曾富超
阮賜業
堂
黎美善 楊美珠 林顯望
阮妙玲
施金可
關寶煇
王嘉雯
本中
陳幗徽 陳秀梅 麥超祺
陳幗徽
李玉蓮
職場主日
週堂
溫穎瑤 李月英 李浩賢
趙淑清
曾潔梅
吳潤洪
午
王淑恩 陶世吉 李玉蓮
吳潤洪
堂
曾曦嬈
李玉琴
趙閏妹
黎錦鴻
傳薪
郭志華
傳薪
早
傳薪
阮賜業
堂
撒拉弗 劉耀泉 撒拉弗
撒拉弗
馮夏萍
甄美娟
李慧蘭
傳薪
張玉清
傳薪
下中
傳薪
李玉蓮 黃嘉寶
董美琴
撒拉弗 劉家燕 撒拉弗
週堂
撒拉弗
何志聲
李曼玲
陳志英
羅美蓮 陳沁芬
黃敏玲
午
傳薪
黃旭華
堂
黃君諾 張美華
李玉蓮
撒拉弗
李玉芷
傳薪撒拉弗：吳文慇、李浩賢、容心怡、林顯望、郭嘉裕、李啟賢
李沚珊、林顯基、何敏靖
搖籃班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

主席/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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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封面）
捨己是內心對神的降服(surrender your own will)，才產生順服的行動和
表現 (obedience response)。捨己也是對耶穌愛的回應，是一生之久的操練，
是每天學習過討神喜悅的生活取向。
「捨己有益」是因為我捨去自己的意願
後，經歷了轉化生命的力量，過程中，使我更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
(腓 3:10)，幫助了我得著豐盛的生命。(路 9:24) 神給我的挑戰是，不要以為
自己已經得著了，縱然當上傳道人更要謙卑自己，天天反省生命中有那些暗
格仍要為主捨棄！深盼我們每一位天天學習捨己，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
好讓基督在我們身上照常顯大，榮耀主名。共勉之。
竹居台之小西灣堂差傳事工分享
小西灣堂的差傳事工一直由差傳部負責，而差傳部由部長及顧問同工
兩人負責。本堂差傳事工的目的是幫助弟兄姊妹多些認識、關心、了解本
堂的差傳事工發展及所支持的宣教士，從而燃起差傳心。現以「差傳教育
及分享」、「差傳體驗」及「禱告」這三方面作為主要的事工。
1. 差傳教育及分享
差傳教育及分享方面，主要透過不同事工向弟兄姊妹灌輸差傳的概念，加
深弟兄姊妹對差傳的認識。現行主要有三項事工，分別為差傳知多點、差
傳主日及分享差傳。本堂定期於崇拜後的家事報告內加入差傳知多點，與
弟兄姊妹分享差傳的消息，本年度則以認識竹居台的宣教單位及其服事
地區作主題。並定立差傳主日，邀請回港述職的宣教士或差傳機構任講
員，於講道中分享差傳信息，讓弟兄姊妹能親身認識及接觸宣教士或差傳
機構，以燃起他們對差傳之關心。另外，差傳部亦會與小組部合辦分享差
傳，安排全年最少一次進入小組之中，以差傳作為主題分享。
2. 差傳體驗
除了差傳教育及分享外，差傳部亦會每年舉辦本地跨文化活動、短宣體
驗交流團及訪宣體驗團各一次，讓弟兄姊妹透過親身參與體驗及接觸與
差傳有關的機構、宣教單位、跨文化的人士及未聞福音之民等。本地跨
文化活動由 2012 年開始舉辦，主要目的是學習關心本地的少數民族及
了解其福音需要，過去曾參加本地少數民族的教會崇拜及街頭活動。而
本堂舉辦的短宣體驗交流團通常以 6-7 天到國內或海外進行，過去曾安
排到過不同地方如清遠、雲南、澳門、馬來西亞、印尼及泰南等，整個
短宣體驗交流團除了有不同的探訪，亦會有服侍的機會。透過籌備、學
習基本語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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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隊，讓弟兄姊妹體驗宣教士到陌生地方前的預備，亦可了解當地的福
音需要，但明白短期的體驗交流並未對當地有太多實質宣教作用，故未
來方向仍在探索一個可作長遠及持續短宣的合適地方。至於訪宣體驗團
一般會以 1-2 天形式舉行，讓未能參與短宣的弟兄姊妹亦能有體驗及接
觸差傳事工，主要以探訪及關顧為主。
3. 禱告
禱告在差傳是不可少的一環，本堂鼓勵弟兄姊妹即使未能參與差傳活動，
亦能在禱告中記念身在遠方的宣教士以及未得之民。每年均會有一小組
一宣教士活動，於年初會向每個小組發出邀請認領宣教單位，而一整年
內，該小組會在小組內分享他們所認領的宣教單位的近況及代禱信，為
他們的需要及困難代禱。另外，亦有差情尋小組定期聚會，分享差傳事
工及宣教單位代禱信，並為其代禱，差情尋小組主要由對差傳有心志的
弟兄姊妹和差傳部組成，亦歡迎其他弟兄姊妹參與。
最後，本堂差傳部除會繼續保留並舉辦現有的事工外，期望未來可以
獨立成立差傳祈禱會，主力為差傳事工及宣教單位代禱，而差情尋小組則
發展成協助差傳部舉辦差傳事工的核心小組，與差傳部一同參與策劃、籌
備及舉辦差傳活動，以減輕差傳部的壓力，並在未來可作更多方面的探索
及發展，以發展除現有事工以外的事工為目標。

每日代禱資料
15/11 星期日
為肢體代禱
姚錦棠、馬劍雲夫婦
‧ 為外甥女曉霖大婚之喜禱告，求主幫助這對新人得到主耶穌基督的祝
福，明白愛是恆久及忍耐，最終可以成為主的門徒。
禱讀經文
「我見上帝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
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傳道書 3:10-11
為宣教士祈禱 李偉良家庭（沙田堂，泰國）
‧ 夫婦二人於 16/11 回港負責差會的差傳泰南差傳工作坊，請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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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黃南波、勞惠卿家庭（約瑟組）
‧ 感謝神！讓夫婦二人最近多做運動，求主幫助我倆能持之以恆，有健康的
身體，並一起多親近神。
‧ 大兒子信頤長期在外地工作，願主看顧他，賜他有敬畏神的心，遵行主道。
‧ 二兒子信逸最近在英國不慎手部受傷，感謝神手術順利，求主看顧康復過
程；他現正思考前路，求主引領明年初回港後的安排。
‧ 感謝神保守小兒子信懌順利入讀大學，求主幫助他時刻緊記神的恩典，能
繼續有好的教會生活，在主裡成長。
‧ 願南波母親陳賽英身心靈有健康，有感恩及喜樂的心。
禱讀經文
「喜愛管教的，就是喜愛知識；恨惡責備的，卻是畜類。」箴言 12:1
17/11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溫遠光、曾美玲家庭（幸花牽情）
‧ 感謝神！讓夫婦二人參加了夫婦營，在當中得著鼓勵，願意有更多一起靈
修、分享和禱告的時間，藉著神在靈裡有更深的合一。
‧ 求神清晰指引美玲工作的前路，又讓她有安靜等候和信靠的心，全然交上，
在神定意的崗位中能有積極美好的事奉，並從中得到喜樂和滿足。
‧ 大兒子文俊於聖誕接受堅信禮，求主讓他透過洗禮班對基督信仰有更深和
確切的認識，在穩固的屬靈根基上繼續不斷成長。另外他今學年將完成中
六課程，求主帶領他繼續進修的前路，並幫助我們一起選擇合適的課程。
‧ 二兒子文彥希望明年到英國繼續升學，讓他有更好的學習和發揮。求主按
他的能力和擬選修的科目為他預備合適的學校，幫助他應付和通過有關的
評核。
‧ 求神賜智慧給夫婦二人懂得如何教導三兒子文博，幫助他身、心、靈健康
成長，並善用神給他的恩賜。
禱讀經文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
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爛。」箴言 14:29-30
為宣教士祈禱 葡萄藤夫婦（灣仔堂，創啟地區）
‧ 差遣禮已於 14/10 舉行，求主記念他們在新婚及工場的適應。

18/11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黃天華、黃志芬家庭（雅歌組）
‧ 求主幫助夫婦二人能夠靠主喜樂、同心同行、並遵主的訓誨，與兒女們在
真道上一起成長，得蒙主悅納的人生。
‧ 為我們的姊弟妹們禱告，盼望他們在人生路上，得著救恩。
‧ 求神保守兒子君諾能專心溫習，作息有時，好好準備應考下週的專業試。
亦求神帶領他確定合適的事業方向和進修計劃。
‧ 求神賜女兒君悅有愛心與智慧面對職場挑戰，平衡壓力。求神賜建立身心
靈健康的心志。
禱讀經文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愚昧人
的口吐出愚昧。」箴言 15:1-2
19/11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余堅德、林詩聰家庭（雅歌組）
‧ 堅德的父親已入院三個月，求主醫治並幫助他能恢復過往可以照顧自己的
能力。
‧ 求主幫助五歲的兒子能專注和努力讀書。
‧ 感謝主賜一家人都身體健康。
禱讀經文
「遮掩人過的，尋求人愛；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一句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
心，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箴言 17:9-10
20/11 星期五
為青少年區代禱
劉澤鋒弟兄
‧ 預備考中學文憑試，較多的補課及預備考試，非常忙碌以致沒有精神。求
主幫助能有好的體魄。
‧ 求上帝讓自己得分配時間，讓我可以上教會、敬拜神。
禱讀經文
「你不要說，我要以惡報惡；要等候耶和華，他必拯救你。」箴言 20:22
21/11 星期六
為青少年區代禱
李沚珊姊妹
‧ 工作煩忙，求神幫助我能夠令自己有更多時間與神相處。
‧ 求神保守婆婆有夠強壯的身體去面對療程。
禱讀經文
「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喫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
這也是上帝的恩賜。」傳道書 3:12-13

行動建議： 每天進入職場前，都用本週每日一禱去求神祝福你手所作的工。
每日一禱： 親愛的天父，我明白我要在職場這一片禾場去為你發熱發光，求
主每天與我同在，賜我力量，藉著主祢的祝福，為主「得人」，
靠著十架在職場高舉主名，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而求，誠心
所願！

本週代禱事項
‧ 19/11(四)一班婦女在柴灣 YMCA 長者中心帶領聚會，求主使用她們的服
侍見證，傳揚主的聖名！
下週將為以下弟兄姊妹代禱，請早擬定代禱事項：
余日洪夫婦 余嘉浩家庭 翁偉誠家庭 區振光弟兄

陳志競弟兄

兒青區聚會
零歲至 2 歲半
2 歲半至六歲
小一至小六
中學生

主任牧師
牧師
宣教師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事工幹事
*為半職同工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15
東貿
主日：上午 10:00 至 11:30
培元
主日：上午 10:00 至 12:00
幼兒園
主日：上午 10:15 至 11:15（崇拜）
柴房
主日：上午 11:30 至 1:00（小組）
(逢第三個主日參與成人崇拜， 當日小組另作安排)
：董美琴牧師
行政秘書 ：林慧儀姊妹
：陳偉文牧師、林志文牧師
行政幹事 ：黃旭華弟兄
：廖愛霖姑娘、葉永傑先生
幹事
：李恆瑜姊妹
：陳天喜弟兄 （聖樂及青少年）
：陸秀嫻姊妹* （祈禱及兒童）
主日崇拜聚會時間
︰蕭秀珍姊妹* （幼兒園及兒童）
早堂：上午 8:30-9:45
︰郭珮珊姊妹* （兒童）
中堂：上午 10:00-11:15
午堂：上午 11:30-12:45

教會：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12 樓 BCD 室
傳真：2896 4467 網址：http://www.ccccwc.org.hk

電話：2896 5111
電郵：cwc@ccccwc.org.hk

培元：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四層
幼兒園：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

電話：2896 5151

柴房：柴灣青年廣場 3 樓 325-328 室
傳真：3171 7214
網址：http://www.fan-fire.hk

電話：3171 2274
電郵：info@fan-fire.hk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柴 灣 堂 週 刊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主門徒 - 捨己

（第４６期）
廖愛霖

本月作主門徒查經系列第一單元所探討的經文是關於「捨己」
。在路 9:23，
耶穌宣告自己將要受苦，受死。之後，便對跟從祂的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單是查考這一節經文，從預備
查經資料開始至完成預查後的一週，讓我深切體會上帝的恩典眷愛，神彷彿
給我一個「捨己」的檢閱禮外，也不斷向我的生命發出挑戰，帶給我心靈極
大的迴響和震蕩。
打從大學時期堅定跟從主，一直經歷神在我生命的塑造和更新，從不後
悔當初跟從主的決定，並且深切體會越信靠耶穌，越經歷祂的真實和驚喜。
對我而言，「跟從主」就是耶穌做什麼，我們跟隨祂的人也當效法祂所作的
去做。故此，每當我遇到神的提醒，要放棄心中固有的態度、想法和做法時，
立時雖有不安或抗拒的反應，但仔細一想後，我明白到若這是出於神的心意
要我改變，我先會將真實不安的感受告訴神，也祈求祂給我信心和勇氣去改
變。當我願意改變的時候，我發現這是捨己的開始。
「捨己」並不是否定自己，也不是沒有自己的個性和想法，而是在面對
選擇時，我們是只會選擇自己所喜好的，還是選擇神所喜悅的；我們只會把
自己放在前面，還是願意讓神居首位。正如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祂明
知將要被釘死是極其痛苦的事，祂內心一樣有掙扎，但經文讓我們看見，耶
穌選擇了順服父神的心意。(太 26:39)耶穌要跟從祂的人捨己，是要體貼神的
意思，不是體貼自己的意思。(可 8:33) 當我們願意放低自己的意思(老我)，
捨己是可以進入生命每一個層面。年青時，神要我學習捨己的功課，包括：
捨棄「自以為是」的個性，
「負面埋怨」的心態，
「饒恕接納」的關係等。踏
入社會工作後，捨己要真正活出來所面對的挑戰更加大，例如不貪戀虛榮和
爭競的心態，拒絕黑臉態度待人，不論斷你的上級或同事，升職轉工要尋求
上帝的心意等等。教會事奉中，更是操練捨己和委身基督的真實場景，包括
跳出自己的安舒區，承擔服事的使命；放低自己的面子，彼此認罪求寬恕等
等。若你數點內心的掙扎，它便成為你捨己的挑戰。
（第 7 頁續……）
當值同工──早堂：李恆瑜 ／ 中堂：林慧儀 ／ 午堂：林慧儀

早堂、中堂、午堂：讚美詩
15-11-2015
當讚美聖父
 心靈頌 II 第 21 首
當讚美聖父，讓每顆心向祂謝恩！
當讚美聖父，因祂永遠憐憫與慈仁！
當讚美聖父，麻雀跌下祂也顧念！
榮耀的王啊！讓全地宣揚祢的威嚴！
要頌讚主，同聲傳揚祂權能！
祂帶喜樂給世人，祂賜下大憐憫世世無窮！
祂創造全世界和天上的萬有！
以能力和慈愛，祂統管全球；起來歌頌讚美聖父！
讚美歸於聖父，歸於聖子，歸於聖靈！
萬國當讚美祂，全世界都因祂歡騰！
榮耀歸於我君王！榮耀歸於祂永遠的名！
願全地喜悅，在祂愛中歡欣，當讚美我主！
讚美歸於聖父，歸於聖子，歸於聖靈！
萬國當讚美祂，全世界都因祂歡騰！
榮耀歸於我君王！榮耀歸於祂永遠的名！
願全地喜悅，在祂愛中歡欣，當讚美我主！
聖餐詩：真愛  敬拜者的心 第 18 頁
當我想到，耶穌獨自背著十架行向這辛酸之路，
譏諷嘲笑，旁人在恥笑責罵，祂卻決心為我受盡痛苦。
天也昏暗，疲倦且軟弱，鮮血在滲，祂卻甘心堅持，
原是主真愛，情願捨棄性命，
忍受痛苦，在十架上為我死。
在我心不懂去思不懂去想事實是這般，
為何祢對我深愛？我始終未明瞭，
難道我只得半知只得半解事實是這般，
原來世界最美的愛，是祢犧牲不變的愛。
願我心懂得去思懂得去想事實是這般，
能明白祢對我深愛，祢甘犧牲一切，
唯願我甘將我心甘將這生盡力為祢傾，
來償祢那對我的愛，願我一生深愛著祢。

聖餐詩：祢的愛  心靈頌 II 第 52 首
誰能似祢，為我可犧牲一切為我安排？
這美好生命光輝在十架顯明，
恩惠與真情能讓我安寧，指引我路程，天父。
願祢知道我的生命全憑祢得勝！
是祢的愛，令我心靈得歡樂；
共那信心，去面對將來！
人生雖然充滿阻礙，前路祢會為我開。
是祢的愛，令我心靈得歡樂，共那信心，去面對將來。
如今我但願我的生命裡，時刻充滿著祢的愛。
令我心靈得歡樂；共那信心，去面對將來！
如今我但願我的生命裡，時刻充滿著祢的愛。
奉獻詩：以愛奉獻
 振翅翱翔 第 14 首
敬拜與事奉，為神心意要一致，
歌聲飄遠，為証主恩可永添，
過去與現在，未嫌天冷怕路遠，
攜手去，同宣告，神大愛萬遍！
樂意將愛奉獻，甘心化作活祭；
求突破路途上，衝開綑綁掛牽，
皆因有你勵勉，定能跨過每天。
用信心去實踐，主的教誨未變；
縱有天或疲倦，都得保守引牽；
一生以愛奉獻，屬神的心不變。
散會詩：天天嘗主恩
 恩頌聖歌 第 459 首
願主天天以恩包圍你，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嘗祂愛，常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