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Yes,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Yes,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Chorus: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I li� Your name higher (ALL)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I li� Your name higher (ALL)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I li� Your name higher (ALL)
For you’re worthy of my praise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When I look back through the years
There is nothing I can compare
To the grace and mercy I’ve been shown
Except to sing of your greatness
You are my Redeemer, my all in all,

Chorus (x2)

I li� your name higher

English

Of this I am sure
I will see God’s goodness
My soul will rest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Be strong in the Lord

Chorus:
The Lord is my light
And my salva�on

Whom shall I fear?
Shall I be afraid?
The Lord is my life

One thing I need
One thing I ask you
To dwell in your house
Each day of my life
Deligh�ng in you

Chorus (x2)

In trouble �me
He keeps me secure
He covers me
He lights my head
Above the storm

Jorge & Sonia | Spanish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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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ude | Welcoming One Another

Song of Praise | Psalm 27

Call to Worship | Psalm 27

詩篇 27: 1-14

1 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谁
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我还惧谁呢？（本节在《马
索拉抄本》包括细字标题）

1 The Lord is my light and my salva�on; whom shall I fear?

All: The Lord is the stronghold of my life; of whom shall I be
afraid?

4 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我还要寻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
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

4 One thing have I asked of the Lord, that will I seek a�er:

that I may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to gaze upon the beauty of the Lord and to inquire in his
temple.

Worship Service
February 28, 2021

— Chinese —



Clément | Swahili & English

Mike | Arabic

Urdu

You are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men)
    You are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women)
Jalali Yesu (men)
    Jalali Yesu (women)

Chorus:
Jalali Yesu (men)
    Jalali Yesu (women)

You are great and you are good (men)
    You are great and you are good (women)
Jalali Yesu (men)
    Jalali Yesu (women)

Chorus (x4)

You are glorious
Over all the earth (3x)
    You are glorio-o-o-us!

You are making all things new (men)
    You are making all things new (women)
Jalali Yesu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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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

10 Though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have forsaken me, but the
Lord will take me in. 

11 耶和华啊！求你指示我你的道路；为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
走平坦的路。

11 Teach me your way, O Lord, and lead me on a level
path because of my enemies.

12 求你不要照着我敌人的心愿，把我交给他们，因为有作假
见证的人起来攻击我，并且口出凶暴的话。

12 Jorge and Sonia: Give me not up to the will of my adversaries;
for false witnesses have risen against me, and they breathe out
violence. 

13 我还是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

13 All: I believe that I shall look upon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14 你要等候耶和华，要刚强，要坚定你的心，要等候耶和
华。

14 (English): Wait for the Lord; be strong, and let your heart take
courage; wait for the Lord!

Opening Prayer

Scripture Reading | Ephesians 1:3-14

以弗所書 1: 3-14

3 在基督里属灵的福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是应当称颂
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 

4 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
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5 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
子的名分， 

6 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
们的。 

7 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
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 

8 这恩典是他用各样的智慧和聪明，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
的； 

9 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
的奥秘， 

10 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
里同归于一。 

11 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
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得基业”或译：“成为 神的
产业”）， 

12 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颂
赞。 

13 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
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 神的产业得赎，使他
的荣耀得着颂赞。 

Song of Praise | Jalali Yesu



    Jalali Yesu (women)

Jorge & Abrham

Give online at: 

    • ChurchCenter mobile app
    • onevoicefellowship.org/give

Yaovi | In our own languages

Chris Sicks | English

讲道笔录将以您的语言在第4页上

Many Languages

Chorus: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I li� Your name higher (ALL)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I li� Your name higher (ALL)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I li� Your name higher (ALL)
For you’re worthy of my praise
Jesus, I li� Your name higher

When I look back through the years
There is nothing I can compare
To the grace and mercy I’ve been shown
Except to sing of your greatness
You are my Redeemer, my all in all,

Chorus (x2)

I li� your name higher

Chris Sicks | English

谁可以参与领“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是一个圣礼，是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神圣的交通。
圣餐是为了庆祝基督徒和基督在灵里的合一。“主的晚餐”也
叫“圣餐”，它连结和增强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拯救的每一个弟
兄、姊妹组成的肢体。

神的话警告我们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
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哥林多前书   11:27  
我们必须认真得思考这个圣礼，只有下面这些人可以参与
领”圣餐“：

1、省察过自己的良知
2、真正得理解耶稣的身体的意义的人
3、已经决定一生都跟随耶稣的人
4、是相信圣经的教会的一员的人

在你能来桌前领圣餐之前，你必须首先选择相信耶稣。

我们不能评判人的内心。请祈求圣灵来鉴察你的心。如果你
对你与基督的关系还不是很确定，请不要参与圣礼。请让我
们为此来为你祷告。我们爱你并且非常希望你能加入这个家
庭。但是你必须首先与基督联结。我们的领事者们随时都可
以和你谈谈，和你祷告，在你信仰的路上帮助你。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
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
救。”
 罗马书   10:9-10   CUNPSS-神  

Mama�li | Uyghur

Chris Sicks | English

ALL: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e live in harmony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s Body.
We worship and glorify God the Father together with one voice.
And we welcome our neighbors as Christ welcomed us, for the
glory of God.

Chris Sicks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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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hes & Offerings

Pray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Sermon

Respond in Song | Jesus, I lift Your Name Higher

Communion

Prayer of Thanks

We Respond, Rejoice, and Reach
Our promise as a church

Benediction



 

的讲章:
祷告求力量
的讲章:

牧师：Chris Sicks

当我们在为七月份开始按例每周敬拜做准备的同时，我们这
个教会家庭正在建造我们的小社群。你们我们已经花了一段
时间研读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里有关于教会的属性等的
内容，以及神是如何要求我们爱彼此，并且荣耀他。

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以弗所书三章14到21节。我会用英文读这
些经文，然后我会祷告。如果你有一份你母语的讲道翻译，
请你用神所祝福你的美丽的语言来默读这段经文。

1、你的天父想要祝福你。

2、神是如何祝福教会的

3、我们为什么祷告？

给用其他语言读讲章的朋友的小提示：为了帮助你能够跟得
上牧师的讲道，牧师会每次只讲一节经文。每节经文前面的
小节数字可以帮你方便得找到经文所在

保罗是在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是在用他的全心祷告。我
们得知这一点是因为他是“屈膝”祷告。2000年前这并不是一
种主流的祷告方式。一般来说，犹太人是站着祷告的。有时
候，在感到心情很沉重，或是急切得希望神能回应某个祷告
的时候，他们会屈膝。下面是两个例子。

在以弗所书的3章14节中，保罗告诉我们他屈膝，全心全意
得祷告。保罗祷告的火热的原因是他在以弗所书1到3章里所
写的每一件事。他提醒我们神呼召了我们，收养了我们，原
谅了我们的罪，并且拯救了我们。他没有只拯救一个文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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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圣经阅读

以弗所書 3: 14-21

14 基督的爱多么长阔高深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 

16 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
的人刚强起来， 

17 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
扎根建基， 

18 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19 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
着 神的一切丰盛。 

20 愿荣耀归给 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
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21 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
穷。阿们。 

大纲

1、你的天父想要祝福你。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以斯拉記 9: 5-6

“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
下向耶和华－我的 神举手， 说：「我的 神啊，我抱愧蒙
羞，不敢向我 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
滔天。”

路加福音 22: 41-44

41 于是耶稣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

42 “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
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

43-44 （有些抄本有第43、44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给他力量。耶稣非常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如大血点滴
在地上。”）



语言的人，而是拯救了像你和我一样的所有人！他没有只拯
救好人，而是拯救了像我们一样的罪人。他使我们从属灵的
死亡中重生过来，并且使我们在天国里坐在基督的旁边，在
那里我们将永恒得与神同行。保罗是如此得惊叹于神的能力
和良善，以至于他在祷告中向天父屈膝…

在我们的圣经中我们有读到耶稣祷告时，他向“他的父”祷
告。但他也教导我们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正如聚会早些时
候我们所做的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文化里，小孩子从他们的父亲那里获得
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他属于哪个家庭。一个个人
类家庭都被我们不同的名字区分开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父亲。你只要互相看看我们自己你就知道了，对吧？
我们这里有各种不同的美丽的肤色、发色和瞳色。

但是在15节里，保罗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只有一位天父，并
且他有权柄给我们“他的孩子”的称号。我们共享同一个名
字：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耶稣的跟随者”。耶稣是我们
的长兄，天父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因为我们共有同一个名
字和父亲，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弟兄保罗为以弗所教
会祷告了，也为我们，祷告着…

“授予”的是礼物，不是贷款。“授予”是一个拥有很多的人给
拥有很少的人的祝福。当我女儿Lucy在大学里需要钱时，她
知道她可以打电话给我说“爸爸，我需要50块钱。”她知道我
会给她，因为我有50块钱，而且我相信她会把钱花在正确的
地方。

但是Lucy知道，如果她打电话来说“爸爸，我需要5万美元”我
会说“不”。因为我没有5万美元。但是神丰丰富富得赐给他的
儿女。我在这里指的不是金钱。神没有应许你使你变得富
有。神要你有足够的钱喂养你的家人、给车加油、付房租。
但是保罗所祷告的祝福不是经济的祝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第二点。

保罗求神给教会授予一个祝福。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保罗为以弗所的弟兄子妹向神求的是很大的事，是他们实在
需要的。保罗明白在以弗所的基督徒面临的挑战。它们也是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以弗所的基督徒住在一个拜偶像的城市里。他们非常不喜欢
基督徒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外在的挑
战，还有内在的挑战，就是当他们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顺
从神时，自己里面罪的挑战。我们里面的罪使和他人共处变
得困难，使爱弟兄变得困难。我说得对吧？有的时候爱我们
的丈夫和妻子都很难，而耶稣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
的朋友们啊，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难。

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战胜里面的罪。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爱
神或爱周围的人，即使我们应该也想要去爱。这也就是为什
么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力量。

我画了这张图来帮助我理解保罗的祷告里的各个层面。接下
来我会分享这张图片，然后我们一边填图一边仔细的看一看
保罗祷告的每一个事项，其中包括藉着他的圣灵让我们的里
面更加刚强的力量。

保罗祷告的第二件事情是基督会住在你们的心里并且在里面
增长。这里的希腊原文是katoikeo，它和另一个希腊词
paroikos不同。paroikos的的意思是这个人是一个客人，是一
个陌生人，是一个移民。

摩西在米甸住了40年，但那里不是他真的家。在那里，他永
远是一个外人，是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成为那里的公民。你
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处在同样的处境中，是吗？你住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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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上地上的各 家，都是从他得名。

16a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叫（grant，授予）你
们……，

2、神是如何祝福教会的

16b 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
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

17a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使徒行傳 7: 29

29 摩西 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paroikos）于米甸



但不是美国的公民。你的护照是巴基斯坦的，或是埃及的或
是其他的国家。你是一个paroikos。当你成为美国公民的时
候，你就会拿到美国的护照，那时你是katoikeo。这个希腊
词的意思是一个人永远的居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居民不是一
个客人。

保罗祷告，基督可以成为我们心里的居民。你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了吗？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耶稣
就不是一个客人，不是一个陌生人。他在你的和我的心里永
远安家。

那基督是如何来住在你的心里的呢？保罗祷告说：“使基督因
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
信心是通往你的心的门。耶稣需要从那扇门进来。但是如果
那扇门是关着的，耶稣就只能呆在外面。耶稣就不能进来住
在你的心里，成为你心里面的居民。

我心里的门向耶稣关闭了10年。我不相信他是真的。我相信
其他的东西。我相信派对和女孩能使我开心。我相信成功和
强壮可以给我心理带来平安。

但它们并没有带给我想要的。为你提供快乐，平安和安全感
的东西是什么？我的朋友，我希望你知道它们都是虚假的。
当你屈服于罪，委身于你崇拜的偶像时你心里的门就会一直
关着。想要离开神而独立生活的欲望，使你的心门向耶稣紧
闭。然而当你说：“你是唯一的真神，我犯罪冒犯了你。我的
罪使你伤心，并且是我的罪，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原谅
我，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医治我。”的时候，一切就
都不一样了。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一件。通往你心里的门的钥匙就是
悔改和诚实的认识你的罪。圣灵早已准备好要把信心赐给
你，赐给你信心相信，耶稣可以赦免你所有的罪，并且永远
在你的心里居住。

我在17节上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因为除非耶稣居住在你的心
里，不然保罗所祷告的这些事情与你无关。但是如果耶稣确
实居住在你的心里，那你就可以为神给你的这些应许而兴奋
不已了。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一句。

一棵树如果没有强壮的树根，就没有办法在风暴中站立。一
间房子如果没有强壮的地基，就没办法在地震中存留。我们

的生命也是如此。这就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篇里说：“ 这人便
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诗篇   1:2-3 

保罗为基督徒祷告把根基深深地扎在爱里。树根扎进地土里
获得水分和养分。它们需要能量来生长，和很深的树根在风
暴中存活。你和我也一样。我们通过阅读圣经、参加教会、
庆祝圣餐，以及每天独自或与他人一起祷告来把我们的根扎
在神的爱里面，以此获得从神来的力量。我们需要这些这样
我们就可以……

保罗祷告，我们能以明白更多基督的爱和力量。但是注意到
他说的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非常重要。保罗是在告诉
我，我没有办法只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有效地明白神的爱。
如果你只和一部分神的儿女团契，如果你只和跟你很相似的
人团契，你就只能理解神的话语和真理的一部分。想要体验
保罗的祷告中的祝福，我们就需要彼此。因为我认识你们大
家，所以我对神的认识也更多了。因为我们真的知之甚少。

左离右有多远？你可以丈量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吗？宇宙到
底有多大？它们都无法被丈量。保罗以此来描述基督的爱。
它比我们能够想象的都要宽都要长。神不把自己的爱只局限
给说某一种语言的人。从古至今，他始终计划着要邀请地球
上的所有人来进入他的天国。

而且神的爱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高更深。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一
个罪人是不能被原谅的。你可以上百次得打破神的每一条律
法，但是只要你悔改，并且相信基督，基督的宝血足够把你
洗干净使你清洁无辜。这个真理应该给我们勇气和胆量去把
基督的爱告诉我们的每一个邻居。因为我们希望他们……

基督的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基督的爱也给我们力量去爱彼
此。我们在祷告，今年我们的教会向公众开发的时候，会有
很多的访客来我们教会。他们会看到我们一起唱诗祷告敬
拜。他们也需要看见我们爱彼此，祝福、服事彼此。当他们
看见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基督的爱时，他们就能尝到基督爱
的滋味。从人的观点来看，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
化，要成为一个家庭，似乎有点不可能。但是我们就是，我
们正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家，不是吗？随着神不断充满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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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9: 35

35 凡住 (katoikeo)吕大 和 沙仑 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

17b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18a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18b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19a 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需要的一切，我们也在不断地成长。我们来看第19节的第二
个部分。

如果你来看这节经文的动词，你会注意到神  是所有动作的
执行者。天父使我们刚强，圣灵给我们力量，基督居住在我
们的心里。整个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致力于祝福我们。天父藉
着圣灵将基督的爱的真理充满我们。

保罗没有说“把神充满你自己”。保罗祷告的是“你被神充
满”。我们的责任是开放并虚空自己，去接受神的祝福。那我
们要如何做呢？神一定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方式对吧？

有一件，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祷告，正如保罗在这几节经
文中在做的一样。而且在书信后面的部分里面，保罗为我们
如何能使自己随时欢迎神的工作提供了一些建议。

这里描述了我们作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应当做的事情。我
的朋友们，我们需要去鼓励、帮助、支持彼此。我们一边彼
此相顾，神一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做工。其结果就会是
一个强壮健康的教会家庭，这也是我们一起祷告的事。

保罗在向能够做到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奇妙的事的唯一的那
一位祷告。他是拥有“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以及“按照他自己
丰盛的荣耀”赐给人的唯一的那一位。把保罗在第20节里，
以中极其美丽的话语，结束了他的祷告。

我和我的妻子每天早上都会以20、21节来结束我们每日早晨
的祷告。这两节经文表达了我们对那位回应祷告的神的信
心，同时它们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可以
充满信心得祷告，因为我们是在向一位充满力量的神祷告。
他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保罗无法只用一个词汇来描述。
保罗本可以说：

神能成就超过我们所求的。

但这还不够是吗？在中文翻译里面是这样说的：

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超过我们所求的。

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的。

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的朋友们，你有意识到你是在向这样一位神祷告吗？我们
为什么忘记祷告或是犹豫不祷告？让我们鼓励彼此经常祷
告，为每件事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在天上充满力
量和爱的神正在仔细得听我们祷告。

这处经文和15节相呼应，保罗祷告求神“藉着他的灵，叫
（grant，授予）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在我们里
面充满力量地动工。这并不是一种体力上的力量，而是认
识、理解和相信保罗提到的一切事的力量。在我们里面的，
是真正改变我们的。于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和生活也随之改
变了。然后我们更新了的生命使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保罗
祷告说：

神的荣耀和名声借着他在我们个人身上以及教会身上做的事
情得到宣扬和扩大。保罗祷告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在教会里
得到彰显。我们不祈求同一声音教会出名。我不祈求成为有
名的牧师。我们不应该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当我们按照神
的应许生活时，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因为：

“唯有神圣的力量才能在神圣的社区里再生神圣的爱。”
---------John Sto�

“世世代代”是回顾历史上神对那些在我们之前活着的男男女
女的信实。“永永远远”是看向未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在天
上慈爱的天父会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的天父。我们相
信他会使这个教会成长，并且在这一年以及今后的日子里为
我们供应我们的所需。

保罗祷告的最有一个词是“阿门”。你可能已经知道了，“阿
门”的意思是“这是真的”或“我同意”。耶稣在约翰福音5:24节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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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 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以弗所書 5: 18-21

要被 圣 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
和地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 
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3、我们为什么祷告？

20a 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
想的。

20b 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21a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21b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Respond | Rejoice | Reach
onevoicefellowship.org

耶稣以“阿门阿门”开始他的定论。在希伯来语里，以”阿
门“开头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接下来要讲的话是真理。保罗
以”阿门“结尾是要提醒我们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这
就是真的。我们可以向保罗的祷告学习，让这个祷告成为我
们自己的祷告，相信真理的神会听我们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来改
变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你来洁净我们里面的罪，并且用爱
和平安来替换。天父，请借着圣灵给我们力量向我们生命里
的罪说不！帮助我们爱彼此，就像耶稣爱我们。当你这样做
的时候，你会在我们的眼中的荣耀，也会在世界的眼中的荣
耀。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能力无条
件的服事、爱彼此。借此，整个世界都会知道耶稣基督的名
是充满能力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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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5: 24

24 我实实在在（阿门阿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
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现在，让我一起来向这位充满爱和力量的神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