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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義和讚

美在萬民中發

出」

以賽亞書61:11



I. 敬拜是愛神

�大誡命大誡命大誡命大誡命

（馬可福音12:30）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

力、愛主你的 神。



II.敬拜是愛神所愛

�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

（約翰福音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



III. 敬拜是尊榮神

�神的名在萬民中被讚美神的名在萬民中被讚美神的名在萬民中被讚美神的名在萬民中被讚美

（提後3:15）田地怎樣使百穀發芽、園子怎樣使

所種的發生、主耶和華必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

萬民中發出。



IV. 敬拜是遵守神的命令

�遵守主命令的遵守主命令的遵守主命令的遵守主命令的，，，，就是愛主的就是愛主的就是愛主的就是愛主的

（約翰福音15:9-10) 9 我愛我愛我愛我愛你你你你們們們們、、、、正如父愛我一樣正如父愛我一樣正如父愛我一樣正如父愛我一樣．．．．

你你你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們要常在我的愛裡們要常在我的愛裡們要常在我的愛裡。。。。10 你你你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就就就

常在我的愛裡常在我的愛裡常在我的愛裡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常在他常在他常在他

的愛裡的愛裡的愛裡的愛裡。。。。

� （約翰一書 5:1-3) 1凡信耶凡信耶凡信耶凡信耶穌穌穌穌是基督的是基督的是基督的是基督的、、、、都是從都是從都是從都是從 神神神神

而生而生而生而生．．．．凡愛生他之凡愛生他之凡愛生他之凡愛生他之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也必愛從也必愛從也必愛從也必愛從 神生的神生的神生的神生的。。。。2我我我我

們若愛們若愛們若愛們若愛 神神神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又遵守他的誡命又遵守他的誡命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從此就知道從此就知道從此就知道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我們愛

神的兒女神的兒女神的兒女神的兒女。。。。 3 我們遵守我們遵守我們遵守我們遵守 神的誡命神的誡命神的誡命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這就是愛他了這就是愛他了這就是愛他了

．．．．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IV. 敬拜是遵守神的命令

�大使命大使命大使命大使命

（馬太福音 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V. 敬拜的最高潮是回應神的呼召

�以賽亞的回應以賽亞的回應以賽亞的回應以賽亞的回應

（以賽亞書 6:1-8）

1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2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

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

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4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

雲。



V. 敬拜的最高潮是回應神的呼召

�以賽亞的回應以賽亞的回應以賽亞的回應以賽亞的回應

（以賽亞書 6:1-8）

5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

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

軍之耶和華。

6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裡拿著紅炭、是用火

剪從壇上取下來的．

7 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

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8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VI. 敬拜是我們的人生

�敬拜的真意敬拜的真意敬拜的真意敬拜的真意

（約翰福音4:24)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 我願意 詞/曲：黃國倫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忘記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 停留在你懷裡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被放逐天際

只要你真心 拿愛與我回應

什麼都願意 什麼都願意 為你

我什麼都願意 什麼都願意 為你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渴望知道他心中

所在乎的事情時。為甚麼呢？因為你愛祂，希

望他的心願能夠達成。

�你愛神嗎？你真的愛他嗎？

神的心，是一個愛靈魂的心。

祂絕對是在那些失喪的人心中。

�耶穌的一生是個宣教的人生。

�你是否也願意過一個宣教的人生？把馬太福

音28:19 活出來？

�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Leadin
g Wors

hip in c
ell gro

up

By Haz
el Ho



AgendaAgendaAgendaAgenda

1.1. 個人的靈命個人的靈命

2.2. 選歌的技巧選歌的技巧

3.3. 帶敬拜時的技巧帶敬拜時的技巧

4.4. DemoDemo



1.個人的靈命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22:3722:3722:3722:3722:3722:3722:3722:37

你你你你要盡心要盡心要盡心要盡心、、、、盡性盡性盡性盡性、、、、盡意愛主盡意愛主盡意愛主盡意愛主你你你你的神的神的神的神。。。。你你你你要盡心要盡心要盡心要盡心、、、、盡性盡性盡性盡性、、、、盡意愛主盡意愛主盡意愛主盡意愛主你你你你的神的神的神的神。。。。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Not just a Fri night/Sun morning 

worshipper. worshipper. worshipper. worshipper. worshipper. worshipper. worshipper. worshipper. 



2. 選歌的技巧

DoDoDoDo DonDonDonDon’’’’tttt

• Match with Church’s theme • Select the songs you like but 

not link together

• Match with the Bible Study 

material 

• All fast songs

• Ask God what is the lesson to 

be learnt this week 

• All new songs

• Population of cell group 

members



3. 帶敬拜時的技巧

ItIt’’s nothing about me. Its nothing about me. It’’s all about God. s all about God. 

Worship God freely & openly.Worship God freely & openly.

Come prepared. Come prepared. Come prepared.Come prepared. Come prepared. Come prepared.

The more invisible, the better The more invisible, the better --不見一人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只見耶穌..











我要歌頌我要歌頌我要歌頌我要歌頌你你你你聖名聖名聖名聖名

我要歌頌你聖名 哦主

歌頌你聖名，哦主

因為你聖名至高配得讚美

（x2）



我要榮耀你聖名 哦主

榮耀你聖名 哦主

因為你聖名至高配得讚美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