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合力兴旺福音 We Are Partners in the Gospel 
詩篇(Psalm)23:1-6； 腓立比書(Philippines) 2:1-15 

 
詩篇第 23篇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1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lack nothing. 

2 He makes me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s me beside quiet waters, 
3 he refreshes my soul. He guides me along the right paths for his name’s sake.  

4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darkest valley,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5
 
You prepare a table before m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You anoint my head with oil; 

   my cup overflows. 

6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腓立比書 第 2章 
  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2 你們就是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如今不在你們那裡、

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14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大纲 
 引言  Introduction 

 基督裡合一  United in Christ  

 我們的心態  Our Attitude  

o 兩個不該有的心態 Two Don’ts  

o 兩個該有的心態 Two Dos  

 小事上忠心  Faithfulness in Small Matters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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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10/05/2014 (10:00am) 

序乐 Prelude  Pianist司司琴 

宣召 Call to Worship  George Lu吕志坚 

赞美 Praise 主我敬拜你 Congregation会会众 

 Lord I worship you 

你坐着为王  The Lord sits enthroned as King 

求主使我近十架 Near the Cross 

活出爱 Live Out Love 

祷告 Prayer  George Lu吕志坚 

读经 Scripture 詩篇(Psalm) 23:1-6  Congregation会会众 

 腓立比書(Philippines) 2:1-15 

证道 Sermon 同心合力力兴旺福音 李长老 

 We Are Partners in the Gospel 

翻译 Translation   Annie Qu 曲峰 

回应及奉献 Response/Offering 一群大能的子民 Congregation会会众 

 For He’s building A People of Power 

献诗 music offering 彩虹下的约定  Worship Team 

 The covenant under the Rainbow 

祷告  George Lu吕志坚 

圣餐 Holy communion  Mingche李长老/Weiran徐巍然 

三一颂 Doxology  Congregation会会众 

祝福 Benediction  Mingche李长老 

报告及欢迎  Announcement & Welcome  Mingche李长老 

殿乐 Postlude  Pianist司司琴 
 

(聚会时间请把手机关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主日事奉人员 下主日事奉人员 

讲员: 李明哲长老 讲员: 李明哲长老 

领会: 吕志坚 领会: 马江 

司琴: 胡厚暐 司琴: 刘兆民 

招待: 恩慈团契-II 招待: 良善团契 

代祷 

 本教会：为神预备合神心意的牧师祷告, 牧养教会和带领群羊属灵成长. 

 宣    教：为远方的宣教士和宣教工场祷告, 并提供经济需要和属灵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