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心提示
1樓範圍請勿飲食


聚會期間，為他人著

想，請將你的手提電

話轉至靜音





邀請三個朋友參加十二見證分享會

12月28日下午2:30-4:00


禱告蒙應允見證分享及展望2015


對象：想為未來一年訂立計劃的人


我們會一同做一個習作，一同計劃

2015年





恩群福音堂主日崇拜

神要我們訂立目標

羅馬書 12:2



神要我們訂立目標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
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
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
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
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羅馬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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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訂立目標對生命改變如此重要？

1. 訂立目標是一個屬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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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標將力量集結
4. 有目標讓我可以繼續行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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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良好目標將會被獎賞



1.訂立目標是一個屬靈責任

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
求，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
耶穌要我得著的。 

腓立比書 3:12



1.訂立目標是一個屬靈責任

弟兄們，我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向著目標竭力追
求，為要得著　神在基督耶穌裡
召我往上去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 3:13-14



1.訂立目標是一個屬靈責任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成熟
的人，都應當這樣想。即
使你們不是這樣想，　神
也會把這事指示你們。 

腓立比書 3:15



2.目標是信心宣告

願榮耀歸給　神，就是歸給
那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
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以弗所書 3:20



2.目標是信心宣告

“照你們的信心給

你們成就吧。”＂


馬太福音 9:29



3.目標將力量集結
所以我奔跑，不是沒

有目標的；我鬥拳，

不是打空氣的。 


哥林多前書 9:26



4.有目標讓我可以繼續行落去

專一注視耶穌，就是我們信
心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他因
為那擺在面前的喜樂，就忍
受了十字架，輕看了羞辱，
現在就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希伯來書 12:2



5.目標建立我的性格
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而是竭力追
求，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
耶穌要我得著的。

腓立比書 3:12



6.良好目標將會被獎賞
凡參加運動比賽的，在一切

事上都有節制；他們這樣作，

不過要得到能壞的冠冕，我

們卻是要得不朽的冠冕。   


哥林多前書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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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個目標會否榮耀神？

因為你們是用重價買來

的。所以你們務要用自

己的身體榮耀　神。  
哥林多前書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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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個目標會否榮耀神？

所以，你們或吃喝，

或作甚麼，一切都要

為　神的榮耀而行。

哥林多前書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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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個目標會否榮耀神？

因此，我們立定志向，
無論住在身內或是與
身體分開，都要討主
的喜悅。 
哥林多後書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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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個目標是否由愛推動？
不要讓貪婪、爭競、驕傲、妒
忌、內疚推動
你們所作的一切，都要憑愛心
去作。 哥林多前書 16:14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熱切地渴
慕屬靈的恩賜，特別是先知講
道的恩賜。哥林多前書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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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個目標是否需要倚靠神才能成就？

人心計劃自己的道
路，他的腳步卻由
耶和華指引。  
箴言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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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個目標是否需要倚靠神才能成就？

不是倚靠權勢，不是
倚靠能力，而是倚靠
我的靈。´’＇這是萬軍
之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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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個目標是否需要倚靠神才能成就？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要晝夜默誦，好使你謹守遵
行書中所記的一切；這樣，
你的道路就必順利，你必一
路亨通。 
約書亞記 1:8



3.這個目標是否需要倚靠神才能成就？



3.這個目標是否需要倚靠神才能成就？

有人能制伏孤身一人，
如果有二人就擋得住
他。三股合成的繩子，
不容易扯斷。 
傳道書 4:12



鼓勵大家為自己訂立目標



鼓勵大家為自己訂立目標

在2015年恩群要訂立以下目標



鼓勵大家為自己訂立目標

在2015年恩群要訂立以下目標

要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



鼓勵大家為自己訂立目標

在2015年恩群要訂立以下目標

要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

要有良好屬靈氣氛、事事倚靠聖靈



鼓勵大家為自己訂立目標

在2015年恩群要訂立以下目標

要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

要有良好屬靈氣氛、事事倚靠聖靈

要同心同行，成為有凝聚力的G12教會



鼓勵大家為自己訂立目標

在2015年恩群要訂立以下目標

要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

要有良好屬靈氣氛、事事倚靠聖靈

要同心同行，成為有凝聚力的G12教會

要有教導，有牧養，有關顧的教會



鼓勵大家為自己訂立目標

在2015年恩群要訂立以下目標

要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

要有良好屬靈氣氛、事事倚靠聖靈

要同心同行，成為有凝聚力的G12教會

要有教導，有牧養，有關顧的教會

平衡各方面服事，讓大家都有靈命成長



立定心志

不要讓世界奪去我的心


不要讓環境矇蔽我的眼


不要讓謊言使我耳發沉


不要讓困難攔阻我前行



立定心志

我要選擇主的道路


放下為自己憂傷的權利


我要宣告主的大能


來呼喊哈利路亞



立定心志

我立定心志，一生讚美你


我立定心志，單單敬拜你


願聖靈江河，湧流在我心


我立定心志


走在主聖潔光中





展開清晨的翅膀

主耶和華，你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我起來


你都已曉得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展開清晨的翅膀
我舌頭上的話 你沒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你的至高你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展開清晨的翅膀
我可以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


我可以往那裡去逃可躲避你的面?


我若展開


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你的雙手也必引導我



Be with You!
Saviour of my soul


I confide in you


Through all my darkest moment


In you I find my peace


My comfort when I'm weak


I trust in You


through storm and raging sea



Be with You!
Faithful, You're my God


You're the Glory and 


the Lifter of my head


Your light it fills my days


It leads me in Your ways


Foreve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Be with You!
And I live to worship You


M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Nothing will ever take Your place


My precious Saviour


Who can stand between my Lord and me



Be with You!

Lord I live to honor You


And I long to bring 


my life an offering

Take me higher


Draw me deeper


I give all to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美好的救主


患難時刻你是隨時的幫助


主你賜的平安


勝過這世界


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風浪



Be with You!

信實的天父


看顧我心靈使我能夠得堅固


你照亮我道路


引導我的腳步


我全部生命都願順服



Be with You!

我要永遠敬拜你


在我生命中 永遠都是唯一


沒有人能夠取代你


我親愛救主


有誰能夠叫我與你分離



Be with You!

我要不住敬拜你


願你永遠都喜悅我的生命


求你滿足我的渴慕


願緊跟隨我救主



Be with You!
And I live to worship You


My Jesus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Nothing will ever take Your place


My precious Saviour


Who can stand between my Lord and me



Be with You!

Lord I live to honor You


And I long to bring


my life an offering


Take me higher


Draw me deeper


I give all to be with You



耶和華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放下心中所愛 


耶和華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

Hi-Ne-Ni



直到我在敬拜中獻上自己為祭


無怨，無悔，永不回頭


直到我在祭壇那裡得著命定


無怨，無悔，我在這裡

Hi-Ne-Ni



直到我在祭壇那裡得著命定


無怨，無悔，我在這裡 
Hi-Ne-Ni，Hi-Ne-Ni


燒我，差我，我在這裡 
Hi-Ne-Ni，Hi-Ne-Ni


燒我，差我，Hi-Ne-Ni

Hi-Ne-Ni



為這世界黑暗的角落


我在這裡


為那不曾被安慰的靈魂


我在這裡，Hi-Ne-Ni


我在這裡，Hi-Ne-Ni

Hi-Ne-Ni



看見復興

我們是你的百姓


主你是我們的神


用讚美打開城門


來預備你救恩的道路



看見復興

呼喊吧！


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


讓讚美的聲音不停息


如同大水淹沒仇敵



看見復興

呼喊吧！


神的百姓呼喊吧！


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我們


讓禱告的聲音不歇息


直到我們看見復興



感激基督帶領
感激基督帶領


恩典賜予我未停


日日服侍主我心歡喜


讓讚美聲跨千里


要唱唱唱莫停


哈利路亞



感激基督帶領

頌讚祢，哈利路亞


稱讚祢，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問我 主恩有幾多

問我 主恩有幾多


究竟 主恩有幾多


我如何能夠


一一去數清楚

問我 主恩有幾多



問我 主恩有幾多

問我 點解會高興


究竟 點解無苦楚


我笑住回答講一聲 


主愛我



問我 主恩有幾多

無論我有百般對


或者千般錯


耶穌已承受結果


面對世界一切


哪怕會如何


全心靠耶穌經過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 因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


我們一路唱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　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


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愛 可以多一點

我可以擁有全世界卻沒有愛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卻還是空白


我可以用信心移山卻還是孤單


這世界沒有了愛


一切仍是黑白



愛 可以多一點

不要埋藏在心裡 把愛說出來


不要默默在一旁 把愛活出來


愛 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不怕被傷害 把靈魂鎖起來



愛 可以多一點

愛 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從天父來的愛 把懼怕挪開


發現幸福在轉角與你相遇


一瞬間 這世界變的好美



如此的愛

因神是愛 


Elohim 愛世上人


賜給我們 


祂獨生愛子



如此的愛

叫一切相信的


叫一切相信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阿們！



聖靈請祢來

聖靈，請你來，充滿在這地


我渴望更認識你 更深的經歷


聖靈，請你來 改變我心意


開我眼睛，開我耳


讓我更多認識你



聖靈請祢來

我呼求聖潔、聖潔


聖潔歸我主


我尊崇你，榮耀、榮耀


榮耀歸我主



Shekinah 榮耀
我等候祢 我等候祢 


我等候祢 走進這裡


在這裡等候祢的同在(x2)


Shekinah 榮耀降下來 


Shekinah 榮耀降下來


全然釋放 祢寶貴聖靈


Shekinah 降下來 Shekinah 降下來



我們呼求

共聚這刻渴望尋見你


心切切呼求我主


離開一生所有的惡行


一心單單跟我主



我們呼求

願屬你的子民百姓


也滿有主你的心


回轉單單歸向主父神


全城來復興



我們呼求

齊心的呼叫阿爸父


在這裡願同遇見主


你已看見也定然聽見


祈求父你恩典



我們呼求

同心一起到你跟前


全因你是榮耀救主


全城跪拜盼望齊興起


一起禱告你



主 你是我的一切

主 你是我的一切


洗淨我罪 賜我新生命


主 你是我的一切


我願全心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主愛有多高 慈愛高過諸天


憐憫有多深 深廣無限量


恩典有多寬 寬闊超乎海洋


我願全心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主 你是我的一切



Lord, You're more than anything


You're more than gold


More than anything


Lord, You're everything to me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Never ever let You go

主 你是我的一切



Your love is higher


higher than the heaven


Your mercy's deeper


deeper than the earth


Your grace is wider


wider than the ocean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Never ever let You go

主 你是我的一切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將天敞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將天敞開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x2



將天敞開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將天敞開

天上地下　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雖你我不一樣


我們一路唱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 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


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