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ément Tendo

Kevin & May Faulkner | English & Chinese

Psalm 118:15-29
15  在义人的帐棚里， 
      有欢呼和得胜的声音，说： 
      (Glad songs of salva�on 
      are in the tents of the righteous:)

      “The right hand of the Lord does valiantly,
16  the right hand of the Lord exalts, 
      the right hand of the Lord does valiantly!”
17  我必不至于死，我要活下去， 
      并且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 
      (I shall not die, but I shall live, 
      and recount the deeds of the Lord.)
18  The Lord has disciplined me severely, 
      but he has not given me over to death.
19  请你们为我打开正义的门， 
      (Open to me the gates of righteousness,)

      that I may enter through them 
      an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20  这是耶和华的门， 
      义人才可以进去。    
      (This is the gate of the Lord; 
      the righteous shall enter through it.)
21  I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answered me 
      and have become my salva�on.
22  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The stone that the builders rejected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23 This is the Lord’s doing; 
      it is marvelous in our eyes.

24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25 耶和华啊！求你施行拯救；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 
      (Save us, we pray, O Lord! 
      O Lord, we pray, give us success!)
26 Blessed is h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We bless you from the house of the Lord.
27 耶和华是 神， 
      他光照了我们。 
      (The Lord is God, 
      and he has made his light to shine upon us.)

     Bind the festal sacrifice with cords, 
      up to the horns of the altar!
28 你是我的 神，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 神，我要尊崇你。 
      (You are my God, and I will give thanks to you; 
      you are my God; I will extol you.)
29 Oh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is steadfast love endures forever!

Praise team | English

I see the King of glory 
Coming on the clouds with fire 
The whole earth shakes 
The whole earth shakes

   
I see His love and mercy 
Washing over all our sin 
The people sing 
The people sing  

Chorus 
Hosanna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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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Call to Worship | Psalm 118: 15-29

Song of Praise |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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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I see a genera�on 
Rising up to take their place 
With selfless faith 
With selfless faith

   
I see a near revival 
S�rring as we pray and seek 
We’re on our knees 
We’re on our knees  

Bridge 
Heal our hearts and make them clean 
Open up our eyes to the things unseen
Show us how to love 
Like You have loved us

Break our heart for what breaks Yours 
Everything we are 
For Your kingdom’s cause 
As we walk from earth into eternity  

Chorus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Praise team | English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Lord we li� up your name
With our hearts full of praise
Be exalted O Lord our God 
Hosanna in the highest

Sing glory, sing glory sing glory to the King of kings 
Lord we li� up your name 
With our hearts full of praise 
Be exalted O Lord our God 
Hosanna in the highest

Abrham | English & Amharic

Kebron & Nebiat | Amharic

All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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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of Praise | Hosanna (Hosanna in the Highest)

Opening Prayer

Scripture Reading | Matthew 21:1-11

馬太福音 21: 1-11

1 骑驴进耶路撒冷（可11:1-10；路19:28-38；约12:12-15） 

2 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立刻就会看见一头
驴拴在那里，还有小驴跟它在一起。把它们解开，牵来给
我。 

3 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要说：‘主需要它们。’他会立刻让你
们牵走。” 

4 这件事应验了先知所说的： 

5 “要对锡安的居民（“居民”原文作“女子”）说：‘看哪，你的
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 

6 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去作。 

7 牵了驴和小驴来，把衣服搭在它们上面，耶稣就骑上。 

8 有一大群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从树上把树枝
砍下来，铺在路上。 

9 前呼后拥的群众喊叫着：“‘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
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当唱‘和散那’。” 

10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起来，他们问：“这人是
谁？” 

11 大家都说：“这就是那先知耶稣，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的。” 

Membership Vows

Prayer | Our Father

馬太福音 6: 9-13

9 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
圣， 

10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
样。 

11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Praise team | Swahili, Spanish, & English

[Swahili] 
Yesu azali awa 
Yesu azali awa 
Yesu azali awa na biso

Alleluia, O Alleluia, Alleluia na Yesu! 

[Spanish] 
Jesucristo está aquí 
Jesucristo está aquí 
Jesucristo está en este lugar

Aleluya, Oh Aleluya, Aleluya a Jesús 

[Spanish] 
Jesus Christ is here with us 
Jesus Christ is here with us 
Jesus Christ is here with us, He is here

Alleluia, O Alleluia, Alleluia... He is here 

[Swahili] 
Yesu azali awa 
Yesu azali awa 
Yesu azali awa na biso

Alleluia, O Alleluia, Alleluia na Yesu!

Leader: Louez Louez Louez 
        All: Amen, Alleluia

Leader: Louez Louez Louez 
        All: Amen, Alleluia

Leader: Louez Louez Louez 
        All: Amen, Alleluia

You are full of grace & truth  (men) 
You are full of grace & truth   (ladies) 
Jalali Yesu  (men)
Jalali Yesu   (ladies) 

Chorus 
Jalali Yesu  (men)
Jalali Yesu   (ladies) 

[Spanish] 
Grande y bueno eres tú  (men) 
Grande y bueno eres tú   (ladies)

Glorioso Cristo  (men) 
Glorioso Cristo   (ladies) 

Bridge  (All) 
You are glorious 
Over all the earth (3x) 
You are glorious!

You are making all things new  (men) 
You are making all things new   (ladies) 
Jalali Yesu  (men)
Jalali Yesu   (ladies) 
         

Jalali Yesu  (men)
Jalali Yesu   (ladies) 

Clément Tendo 

Clément Tendo | English

The sermon will be in your language on page 5.

Praise team | French, English & Spanish

Tu es digne 
You are worthy 
Eres digno 
Digno de recibir

Mi pasado 
Mi fut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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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13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有些后期
抄本在此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
远。阿们”一句） 

Baptism

Song of Praise | Yesu Azali Awa

Song of Praise | Jalali Yesu

Tithes & Offerings

Sermon | Ephesians 4:1-8

Respond in Song | Digne/Digno/Worship



 

Eres digno 
Digno de recibir

Chorus 
Toda la gloria 
Toda la honra 
Lord, You are worthy   
     Lord, You are worthy, forever worthy! 
God

You are worthy 
Eres digno 
Tu es digne 
Digne de recevoir

Tout mon bonheur 
Toutes mes souffrances 
Tu es digne 
Digne de recevoir

Bridge  
Lord you are worthy, forever worthy 
Lord you are worthy, forever worthy 
Lord you are worthy, forever worthy 
God 

Chorus 
Toda la gloria 
Toda la honra 
Lord, You are worthy   
     Lord, You are worthy, forever worthy! 
God

Chris Sicks | English

Who can par�cipate in the Lord’s Supper?

The Lord’s Supper is a sacrament—a holy interac�on between
God and His people. It celebrates the spiritual union that
Chris�ans have with Christ. It is also called communion, because
it strengthens the community we share with every brother and
sister who trust in Jesus alone for salva�on.

God’s Word warns us that “Whoever eats the bread or drinks
the cup of the Lord in an unworthy manner will be guilty
concerning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 (1 Corinthians
11:27) We must think carefully about this sacrament. It is only
for those who:

1. have examined their conscience, 
2. who tru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body of Christ, 
3. who have commi�ed their en�re life to following Him, 
4. who are members of a bible-believing church.

Before you come to the table you must first come to Jesus in
faith!

We are not to judge people’s hearts. Ask the Holy Spirit to
examine your heart. If you are not sure about your rela�onship
with Christ, do not par�cipate in the sacrament. Instead, please
let us pray for you. We love you and want you to join our
community! But first you must be joined to Christ. Our leaders
are available to talk and pray with you, to help you on your
journey.

“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that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For with the heart one believes and is jus�fied, and with
the mouth one confesses and is saved.” (Romans 8:9-10)

Kashif | Urdu

Mae Klinger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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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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on

Communion Song | Tera Lahoo Say Pap

Prayer of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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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diction



讲道
在合一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的讲章:

Clément Tendo

天父，今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
你的话语和一个声音团契而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你
的话语里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请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
朵，帮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回应你的话语。当我向你的子民
讲道的时候，请你使用我来传递你想要他们听到的信息。我
们祷告是相信耶稣的名。阿门。

I、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1-3节）

II、我们合一的根基 
    （4-6节）

III、合一的恩赐
      （7-8节）

我们学习以弗所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本书里，保罗不
仅仅是在讨论教义，他也是在讲我们必须把教义活出来。他
写到我们得救不是按照种族，而是单单依靠因信耶稣基督而
来的恩典，正如经文教导我们的，为了神的荣耀。

不管你从何方来，当你因信藉着恩典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
就成为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这节经文中，保罗想要我们
知道，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基督的基础上的，他藉着他自己
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共享一个信
心，一种洗礼和一个盼望。我们被呼召要在活出基督徒的生
命中持守圣灵里的合一。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此。

1、基督徒领受呼召先于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是因为我们
首先是被神救赎了，这才使我们能够按照他的话语生活，能
够顺服他。

2、作为信徒，我们过一个谦虚和温柔的生活。

古代罗马不看重谦虚和温柔。每个人都想要得到荣耀----人
们为了抬高自己而贬低他人。保罗在这里是在教训以弗所信
徒不要去追求自己的荣耀，而要为了别的信徒的缘故谦卑自
己。这是呼召我们在生活中与别人同行时要温柔。

一个温柔的男人或女人不会故意冒犯或惹怒别人，同时他们
也不会轻易得被冒犯或惹怒。朋友们，这对你我来说不是一
件很正常的事。这是一样伴随着基督徒的呼召而来的属天的
美德。

基督是谦虚和温柔最好的例子。
在腓立比书2章5-11节里写着：

尽管基督耶稣是全然无罪的，他却选择住在我们这帮罪人中
间。他领受的死是本来属于我们应得的死亡。即便是这样，
他依然保持着温柔。面对死亡的那一刻，他说：“父啊，赦
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路加福音
23:34）这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就是我们的呼召。当你对耶
稣了解的越多，你就会越来越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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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8日星期日

让我们祷告

大纲

以弗所書 4: 1-8

'所以，我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既然蒙了上帝的呼召，
就要过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的生活。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
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以和平彼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
赐的合一。 正如你们蒙召后有同一个盼望，你们同属一个
身体，有同一位圣灵、 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同一种洗
礼、 同一位上帝，就是万物之父。祂超越万物，贯穿万
物，且在万物之中。 然而，我们各人都是按照基督所赐的
分量领受恩典。 因此圣经上说： “祂升上高天时， 带着许多
俘虏， 将恩赐赏给众人。” '

介绍

I、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1-3节）

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维持肢体的合一。 让我们来看第
一节：

腓立比書 2: 5-11

'你们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肠。 祂虽然本质上是上帝，
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不放， 反而甘愿放
下一切， 取了奴仆的形象， 降生为人的样子。 祂以人的样
子出现后， 就自愿卑微，顺服至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上帝将祂升为至尊， 赐给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使
一切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无不屈膝跪拜在耶稣的
名下，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将荣耀归于父上帝。'



在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历程中，恒久忍耐和宽容必须始终在一
起。那些恒久忍耐的男男女女们也会忍受别人。但是，我可
以向你保证，我们肯定会彼此考验，因为罪人就是这样的。
但是当基督所赐的温柔来到的时候，我们会被给予力量去忍
耐、宽容、变得温柔和温和。

我们家乡有句话说：“在一起吃草的牛会被彼此的牛角触
到。”当然啦，我们很明显不是牛，但是罪人总是会彼此踩
到脚。朋友们，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一定会伤到彼此。
我们会考验彼此的耐性。但是保罗呼召我们要恒久忍耐并温
柔。

这里是一个例子。。。一个从尼加拉瓜来的男人说，他婚礼
的那天，他的父母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将近45分钟，而新娘
的家人（一个美国家庭）早到了将近45分钟。设想一下在你
结婚这样重要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的公公婆婆这么
迟才来，你会有什么感受？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觉得很受
伤。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被呼召要恒久忍耐。

但是恒久忍耐不是说要“从里面死掉”。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
说法，用来表达当你里面受到伤害时表面上还假装没事。如
果我们选择“从里面死掉”，那我们就是伪君子。我们不诚
实，这在神的面前是罪。我们对我们的朋友不真诚，本质上
就是我们对神不真诚。

相反的，保罗呼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在以弗所书4章15-
16，保罗写到：

朋友们，我们没有办法把基督的教会建立成一个身体，如果
我们有事却假装没事。我们必须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是这
样长进的。

在第三节里，我们看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以和平彼
此联结，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a、合一唯独从  神的圣灵而来。

b、我们通过用爱心说诚实话来维持和平的彼此联结。

你还记得我刚刚举的结婚的小两口的例子吗？新郎的家人吃
到45分钟，新娘的家人早到45分钟。你觉得这会成为这对新
婚夫妻的一个矛盾的源头吗？是的，肯定会。

朋友们，就像这对夫妻一样，我们彼此也是在一个契约里
面。因此，当我们中的一方受伤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爱心说

诚实话。如果我有意或无意得对你不友善，请你告诉我。用
爱心向我说诚实话。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也是我需要
的。

但是，这要怎么变得可能呢？我们的合一需要一个强壮的根
基。这就带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点。

你能找到几个“一”？七个。其中三个适用于三位一体中的三
个位格。其余的四个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他们是从三位一
体的位格而来的礼物。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些重复
的“一”。

一个身体要正常运行，各个肢体必须协同合作。我长大的城
市经历过很多的火山运动。我的家乡Goma有很多的岩石，
路面崎岖不平。我们都不买便宜的鞋子。我15岁的时候摔了
很重的一跤，伤到了膝盖。我不能正常的走路。我非常担心
我的膝盖，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好。我的整个心思都被搅
扰了。虽然我的整个身体不是脚，但它却受到了影响，我的
全身都遭受了这种疼痛。

朋友们，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受伤，我
们就都和他一同受苦，为他们祷告、爱他们。我们都属于同
一个身体。你和我都是神的圣殿的砖头。在基督的身体里，
有合一也有差异。一个声音团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
的成员真的来自于世界五大洲。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12章12—31节是怎么说的？（重点关注12至14节和26
节。）：

基督已经使我们与他联合，他也使我们与彼此联合。即使是
我们之间的差异也是神赐的差异。它们不是矛盾的来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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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4: 15-16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
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II、我们合一的根基 
    （4-6节）

1、同一个身体

哥林多前書 12: 12-14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
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 犹太 人，是 希腊 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 圣 灵受洗，成了一个身
体，饮于一位 圣 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
体。”

哥林多前書 12: 26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
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是我们庆祝神的良善和荣耀的原因。

我们都从同一位神的圣灵被赐予生命。例证：圣灵这个词的
原文“pneuma”也可以被翻译成“空气”，生存必须的空气。我
们都呼吸相同的空气。Kashif弟兄，你在美国是呼吸巴基斯
坦的空气吗？Kashif弟兄，你呢？你在美国这里是呼吸刚果
的空气吗？当然不是！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肺，但我们呼吸的
是同样的空气。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我们都是基督徒，
因为神藉着圣灵给我们生命。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圣灵，所以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生活在
合一里。     

我们都有同一个盼望。无论是谁，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有永恒
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一边预备进入永生，我
们需要在这个地上操练。为此，我们要为一个声音团契而感
谢神。有一天我们会和基督在一起，我们会永远在神的同在
里享受完美的合一。这给了我极大的盼望。

我们都不是“同一位”主。那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竞争和争吵
呢？在古罗马，基督徒被憎恨，因为他们宣称除了凯撒之外
他们有另一位主。如果他们接受凯撒是他们的主，他们就能
被允许认基督为主。但是凯撒和基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
统治着两个不同的国度。然而，我们有“同一位”主耶稣基
督，他使我们成为一体。

法语有句话说：“L’union fait la force”，意思就是“合一使我们
更强大”。《圣经》也认同这一点。“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传道书4:9）因为我们有同一位主，所以我们被呼召要持
守合一。好消息是我们的主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同时也提
供力量帮我们完成，所以让我们来为力量祷告。

我们大家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
赎主。如果你不相信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有这个机会来
单单相信基督，悔改认罪，把你全部的生命都交给耶稣基
督。

没有人可以通过努力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知道这一点让我们谦卑，我

们也被召进入一个和世界各地的信徒合一的生活。我们被呼
召去欢迎彼此，同时去回应福音、在赞美中喜乐，去触及他
人，这样我们便可以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并且经历它
（罗马书15章五至七节）。这恩典使我们去爱迷失的人，因
为我们曾经也迷失过。

我们都被基督的宝血洗了，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今天，洗
礼这个圣礼成为我们已经得到重生的标志。（约翰福音3
章）这是神给圣约之下的大家庭的合一的标志。我们这些拥
有这个标志的人应该与基督，我们的救主联合。

神，我们的天父，是全权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我们在整
个宇宙都可以看到他的荣耀(诗篇19 ）。我们可以看见他统
治一切。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需要的一切的资源，我们都
可以依靠他。我们可以放下我们所有的忧虑（彼得前书五章
七节），和对彼此的不满，我们不需要变得不耐心和不友
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是在承认神掌管一切。当我
们不耐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试图掌控我们的处境，或是
我们的朋友。然而，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在这一切之上。他
拥有一切。我们必须信任他，作为我们合一的真实基础。

例证：我们都知道作为同一个父亲的不同的孩子是怎么样
的。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他们喜欢不同的东西。但当他们因
着同一个父亲而合一的时候，他们的联结更强大。作为基督
徒，我们的合一是建基在我们的天父之上。因此，我们的合
一更加强壮。

因为我们的天父超越一切，所以在他的儿子基督里，他为我
们提供了我们所需的恩赐来持守这个合一。这个是我们接下
来要讲的要点。

第八节经文引用了诗篇的68章18节。他描述了一幅画面，战
争得胜的君王在胜利后掳获他的敌人。基督是那一位掳获被
掳获者的。你和我是他胜利的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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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位圣灵

3、同一个盼望

4、同一位主

5、同一个信仰

6、同一种洗礼

7、同一位上帝，就是万物之父。祂超越万物，贯穿
万物，且在万物之中。

III、合一的恩赐
      （7-8节）

基督赐下合一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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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我小的时候玩过足球。我有时很喜欢看FIFA世界杯。
总决赛总是很精彩，最棒的部分是看到奖杯被传递到胜利的
队伍手上。

现在，耶稣不仅仅是赢了一场比赛，他是为你的灵魂打赢了
一场仗。我们是他胜利的奖杯，他经历了所有的痛苦，所有
的苦难，就是为了把你从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你不至灭
亡反而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16节）

我们从罪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成为了基督的奴仆。只不过
基督是一个好主人。基督把圣灵浇灌给教会，也赐下服事的
恩赐，这样他的身体可以长进。他要我们服侍他。他也知道
没有他，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他。所以他把我们需要的赐给我
们，就是用来建立彼此的圣灵和属灵的恩赐。我们用感恩来
回应他，他是所有恩典的来源。

我们所领受的是我们不配得的。它们都是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的果实。他赐下这些恩赐是为了建造他的教会。朋友们，恩
典的礼物为上帝带来荣耀。我们不是在互相竞争，我们是藉
着圣灵的力量，在同一位主、同一位神之下跑同一场比赛。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中写道：

在基督里，我们有同一位神、同一位主、同一个圣灵，同一
种洗礼、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盼望和同一个身体作为我们合
一的基础。保罗不希望我们把信徒的合一与藉着同基督的合

一而得到的救恩的恩赐这两件事分开。基督在他使命的结
尾，把恩赐分给人（τοῖς ἀνθρώποις=男人和女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恩赐没有大小之分。基督给我们合适
我们的恩赐。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服事
的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追求谦卑而耐心的去服
侍彼此。借此我们把荣耀归给基督。

例证：我们的乐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证明不同的恩赐
如何荣耀神。我可以唱歌可以弹吉他，但是我不会打鼓。虽
然我会唱歌，但我不会唱像Kashif一样的很低的音。我也没
有办法唱出女声，因为那是赐给女人的声音。但是当我们把
这些不同的声音和谐地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都一起享受
赞美神。当我们来到一起荣耀他的时候，神所赐的充满差异
的恩赐就成为了祝福和喜乐的源泉。

像保罗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更多的恩典，使我们
能够在我们活出基督徒生命的历程中，持守合一的联结与和
平，以真诚的爱来服事彼此，以此来得神的喜悦。作为同一
个声音团契的一员，愿神帮助你我来维持他教会的合一。

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谢谢你，藉着圣灵的大
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救恩的恩赐。谢谢你，藉着洗礼的水赐
给我们生命。当我们思想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时，帮助我
们以此来思考、感受和行动。当我们回应你的呼召时，帮助
我们活出谦卑，温柔，耐心和忍耐，在敬拜中喜乐，去触及
万族，就从我们的邻居社区开始。愿我们藉着在永恒中一起
享受你的同在，而归荣耀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之
名，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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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七和第八节，我们注意到基督所赐的恩典有不
同的分量。

哥林多前書 4: 7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
不是领受的呢？”

总结

让我们来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