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週神的話 

                                                                               天國的計畫                                                         6/07/2020 

一．寶劍練習(操練翻閱聖經速度) (15 分鐘):   

詩篇 33:12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二．敬拜讚美與呼求: 

三．神的工（10 分鐘）: 

* 請為新來教會及決志的朋友 5 祝福及 5 種醫治的禱告:（身體，事業，感情，人際關係，與神的關係） 

* 病痛肢體: 宋敏, 馮伊, 柯美琳, 賴慧心, 陳雲清, Winnie 梁, 楊錦蘭, Staney Eng, Rachel Yee, 張關翠滿, 鄭

俊膺, 奕俊豪, Elaine Lau, 張睿晨, 俞瓊枝, Wu Yang Yi, 黃麗華, 饒員堂, 馬志斌, 任清德. 肖德俊, 李春艷, 

Jt Foo, Patrick Lee, 王彩文, 趙賢舒, Sunny Ngo,Tony Kouch, Icy, 黃文程, Vivian 賈, 張弘林, 徐玉芳, 王晨

旭, 朱晃琼.陳應安,任曉遠 

 四. 神的話 (40 分鐘) 分享主日最有感受的一句話 : 

1. (詩篇 33: 6-14)  
我們的成功與失敗都在於神,當我們來到教會,你的生命要如何脫離黑暗進入真平安有祝福的生命,就是讓

神進入你的生命,並且明白甚麼是國度,因為這裡已經告訴我們如何成為有福的,就是以耶和華為神的民 

2. 詩篇 33:9 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若我們的思念與籌算只為自己,必失敗 (詩篇 33:10) 耶穌是我們的道路,是我們生命的主(約翰福音 1:1-4) 
今天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造的,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3. 如何跟隨耶穌 

就是忠心的跟隨:捨己,背十字架,跟隨主,這是天天的跟隨,你必看見神為你預備又新又活的道路與生命 

4. (路得記 1:4) 拿俄米有兩個兒媳婦,但只有路得明白拿俄米的教導,因此路得可以堅定地跟隨,路得明白

國度的重要,這是有關生命的祝福 (路得記 1:16-17) 

5. 路得成功的祕訣:就是忠心的跟隨她的婆婆拿俄米,雖然在那個時代摩押人是不被神祝福的,但因著她

的忠心跟隨,她進入了耶穌的家譜,最後嫁給了波阿斯(路得記 4:17-22) 

6. a.敬拜 b.仰望神 c.呼求神.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天天的親近神,讚美神 (詩篇 34:4-6) 這樣神必在你的生

命中掌權,你也會看見神天天為你預備的一切,不是你自己選擇自己的道路,你要讓神顯明你的道路給你,讓

神為你選擇 (詩篇 34:7) 

7. 因此選擇神的道路是非常的重要,這條道路有平安有方向,因此你在神的面前要虛心,你要謙卑在神的面

前. 你可以禱告,神啊!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在哪裡,求神指教你,讓神告訴你如何做,因為若沒有神的智慧與啟

示,我們就是走在黑暗中,沒有平安沒有方向,充滿虛空與無力感 

8. 所以當懼怕臨到你,你可以告訴神,讓神的能力降在你身上,當恐懼臨到你,你可以向神呼求,當神的光降

下,這些懼怕恐懼神都可以挪去,因為耶穌已經為你我釘十字架,為你我受咒詛,神必給你復活的生命,因為

耶穌是你我的彌賽亞是我們的救主 

9.馬可福音 16:17,學習說方言, 甚麼是新方言 (詩篇 8:1-2)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的語言,就是說方言 

因為這個方言可以成為讚美,這方言一說出就會成為能力,讓你的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是因為這個方言是按著主的名,讓全地何其美, 將神的榮耀彰顯的語言 

10. 因此當國度真的臨到你,你必會有能力改變你自己的老我,進入神要給你的生命 (雅各書 1:20) 

11. 當你說方言說到神的能力降下,你必會有大作為(使徒行傳 2:3-4,11) 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12. 是甚麼大作為,保羅有教導,因為保羅說方言比我們眾人還多(歌林多前書 14:18) 

13.( 歌林多前書 14:1-2) 若要得各樣的奧秘就是說方言 



因為神知道所有的語言,但神卻特別喜悅我們說方言,因為方言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這是可以直接跟神

說的國度的語言 

14. 這語言會帶下神的智慧與啟示,也會帶下你成功的方法,因為神會親自與你說話給你意念,啟示,異象…

來幫助你.這方言會有神的啟示，知識，預言，教訓，與神的講解 

15. 我們可以學習說方言,從你自己的敬拜走禱,並在教會的禱告會的敬拜中和小組的敬拜中來學習 

16. 詩篇 33:6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 

你的一切都是從神口中的氣而成,若你懂得如何謙卑在神的面前並把榮耀歸給神,與神給你的一切獻給神,

也幫助需要的人,把神給你的智慧恩賜與財富放在神的國度,你必看見你的生命必充滿神蹟 

結語: 

詩篇 34:1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就作這詩。）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

必常在我口中。 

詩篇 34:2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 

因此不要用感覺來過人生,你要用神給你的話語來走人生的道路,因為你的感覺不一定是事實,當感覺臨到

你時,你要學習用敬拜用禱告,用方言讓神的話語臨到你,神必趕走你生命,你的健康,家庭,事業,人際關係中

一切的仇敵 

 

 

 

 

 

 
 
 
 
 
 
 
 
 
 
 
 
 
 

因為你真好 You Are Good 

 

我站在山頂上大聲呼喊宣告 

祢良善無止盡永遠不會停息 

祢慈愛隨著我充滿我的生命 

祢愛讓我驚奇 

I want to scream it out from every 
mountain top. Your goodness 

knows no bounds. Your goodness 
never stops. Your mercy follows 
me. Your kindness fills my life.  

Your love amazes me 

 

And I Sing 因為祢真好  
And I Dance 因為祢真好  
And I Shout 因為祢真好  

祢真好祢真好(祢對我真好)  
I sing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dance because You are good 
And I shout becaus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to me) 

我全心宣告 讓世界知道  
祢真好 祢真好 晴天或雨天  
我都要讚美 祢真好 祢真好  

And with a cry of praise. My heart will  
proclaim.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In the sun or rain my life celebrate.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祢真偉大  How Great Thou Art 
主阿，我神！ 

我每逢舉目觀看 
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 又聽到隆隆雷聲 
祢的大能 遍滿了宇宙中 
我靈歌唱 讚美救主我神 

"祢真偉大！何等偉大"(x2) 
Oh Lord my God  

when I am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ks ,Thy hand hath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mighty 

thunders.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ed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