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六月七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 (白)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聖哉三一 (崇拜短頌集 3 頁) 眾坐 

聖哉，三一全能大主宰，威榮神光遍地，輝映照萬世。 

聖哉，全能大主宰，威榮神光遍地，輝映照萬世。 

聖哉，全能大君王，威榮神光遍地，輝映照萬世。 

3. 宣召：詩篇 29 篇 1-2、10-11 節 (舊約 783 頁) 眾立 

1 神的子民哪，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 

 都歸給耶和華！ 

2 要將耶和華的名的榮耀歸給他， 

 要敬拜神聖榮耀的耶和華。 

10 耶和華坐在洪水之上為王；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11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4. 讚美：三一真神 (生命聖詩 6 首) 眾立 

1 天上父親，慈愛淵深，為我成就救贖大恩，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懇求賜下寬恕大愛。 

2 全能聖子，道成肉身，祭司，先知，救主，大君，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懇求賜下拯救宏恩。 

3 永恆聖靈，賜新生命，從罪從死，救出萬靈，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懇求賜下生命大能。  (間奏) 

4 主耶和華，父子聖靈，三位一體，奧妙真神， 

 主寶座前罪人伏拜，求賜赦免，恩典，生命。 

阿們。 

5.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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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頌：求聖靈充滿 (生命聖詩 161 首) 眾坐 

1 真理聖靈，求祢降臨，寧息我這戰兢心， 

賜下祢的神聖同在，願祢現在充滿我。  ** 

2 求充滿我，恩惠之靈，按祢自己的途徑， 

我極需要祢充滿我，願祢現在充滿我。  ** 

詩班：3 我甚輭弱，極其輭弱，伏主足前求助我， 

懇求神聖永恆聖靈，現以能力充滿我。  ** 

4 求祢安慰，救助，賜福，求膏抹我心我額， 

祢在安慰，祢在救助，聖靈正在充滿我。 ** 

** 充滿我，充滿我，求聖靈來充滿我， 

賜下祢的神聖同在，願祢現在充滿我。 

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8 篇 (舊約 762 頁) 

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2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3 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4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5 你使他比神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牲畜、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凡游在水裏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馬太福音 28 章 16-20 節 (新約 51 頁)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穌指定他們去的山上。 

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3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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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 

8. 詩班獻詩：全能的父神，創造的主宰 (來就主席筵 36 頁) 眾坐 

1 全能的父神，創造的主宰，求顯袮仁慈，賞賜生命。 

 父神，求展開大能的臂膀，求開我心神：瞻主榮光。 

 我心向主開敞，求袮光輝照徹，彰顯主言聖道： 

 長存真理光─上主性情、形像、主奇妙恩光。 

2 救主基督─聖道顯於世間：生命之源、平安與盼望、 

 世界之光、曠野天賜食糧，道居住人間，賞賜眾人。 

 主目觀看察視：藉耶穌神子，主言釋放、醫治： 

 聖道成肉身，奇妙策士－耶穌─和平之君。 

3 聖體為擘開作萬邦食糧，主傾寶血育生命、靈魂。 

 死亡無權勢，難再壓主民！神居人中間─基督內住。 

4 內住之基督：復活、奏凱旋！合一藉主名，稱主聖民。 

  主靈充滿我，醫治與更新，燃點主火焰，顯主榮耀。 

9. 回應(奉獻)：至聖三一神 (普天頌讚 317 首) 眾坐 

10. 信息經文：彌迦書 2 章 1-5、12-13 節、3 章 1-4 節 眾坐 
(舊約 1390 頁)  

1 禍哉，那些在床上圖謀罪孽、籌劃惡事的人！ 

 天一亮，他們因手中有能力就去行惡。 

2 他們看上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 

 他們欺壓戶主和他的家庭，霸佔人和他的產業。 

3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籌劃災禍降與這家族； 

 這災禍在你們頸項上無法解脫，你們也不能昂首而行， 

 因為這是災禍的時刻。 

4 到那日，必有人為你們唱詩歌，用悲哀的哀歌哀號，說： 

 「我們全然敗落，我百姓的產業易主了！ 

耶和華竟然使它離開我，我們的田地為悖逆的人所瓜分了！」 

5 因此，你必無人能在耶和華的會中抽籤拉繩。 



 

 

4 

 

12 雅各家啊，我定要聚集你們，定要召集以色列的餘民， 

 將他們安置在一處，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群， 

 人數眾多，大大喧嘩。 

13 開路的在他們前面上去，直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 

 他們的王在前面行，耶和華在他們的前頭。 

3: 1 於是我說：雅各的領袖，以色列家的官長啊， 

 你們要聽！你們豈不知道公平嗎？ 

2 你們惡善好惡，剝我百姓身上的皮，從他們的骨頭上剔肉， 

3 你們吃我百姓的肉，剝他們的皮，打斷他們的骨頭， 

 如切塊下鍋，如釜中的肉。 

4 到了遭災的時候，這些人要哀求耶和華， 

 他卻不應允他們。那時，因他們所行的惡， 

 他必轉臉離開他們。 

11. 信息：在哀歌吶喊中仰望神 眾坐 

12.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祢滿足飢渴心 (普天頌讚 444 首)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求主作我光 (普天頌讚 561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聖樂促進會所有，獲授

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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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李文耀愽士 李文耀愽士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李英楠姊妹 李英楠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湛基弟兄 林洛琛弟兄 陳其銘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姊妹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林燕芬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嘉鳳姊妹 李淑蓮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張慧清姊妹 葉翠蓮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麥寶儀姊妹 雷瑞玉姊妹 連卓欣弟兄 黎蓮妹姊妹 李麗梅姊妹 盧麗銀姊妹

當值: 張漢榮弟兄 鍾志堯弟兄 呂君達執事 黃香娣姊妹 黃翠屏姊妹 王炳生弟兄 林志剛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郭　宏弟兄 陳喜洋弟兄 葉德誠弟兄 鍾穎嵐姊妹 徐俊榮執事 鄭美珍姊妹

執事: 莫雪貞執事 呂潔儀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楊明麗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和平: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綠）(6月14日) 三一主日（白）(6月7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96,320 上月奉獻總額: $432,857  (包括發展及購堂: $36,666)

本週獻花: 黃浩科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121 主知名 1500 *0122 主知名 2580 *0123 主知名 200 *0124 主知名 1900 *0125 主知名 1000
Q190 主知名 1200 S877 主知名 2000 S880 主知名 1000 S882 主知名 300 S883 主知名 1000
S885 主知名 10000 S886 主知名 8500 S887 主知名 12000 S972 主知名 7500 T349 主知名 200
T729 主知名 2000 T731 主知名 7000 U471 主知名 3000 U472 主知名 6000

慈惠 : *0121 主知名 1500
感恩 : I198 主知名 500 S880 主知名 100 S881 主知名 1000 S883 主知名 1000 S886 主知名 2000

T349 主知名 300 T550 主知名 3000 U455 主知名 500 U456 主知名 3000 U470 主知名 200

發展 : *0123 主知名 200 S909 主知名 6600
鮮花 : U113 主知名 3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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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給心累透了仍要繼續上路的你 

 

身累了，可放下背著的行囊，坐下來休息一會；但心累了，可以怎樣呢？心

裏埋藏著的，牽動著的，長久背著的又能夠放得下嗎？若要放下又先選擇哪

些呢？你的心擠壓著的又是甚麼？會否壓得身子也曲了，連呼吸都有點乏

力？望著前面好像一直沒有盡頭的泥路，甚至不太肯定自己會走向一個甚麼

地方的你，可能正被各種的責任，別人的呼求聲，周圍的呼喊聲推著你前

行。你或許再也感覺不了雙腿的酸痛，麻目得像一部機器，一台電腦甚至一

具喪屍般移動、運作。令你自己也佩服的是：這並不太影響你的生產力。這

是多年鍛練出來的求生技能，努力催眠自己的成果嗎？ 

 

在這個繁忙急速的城巿中，有些人的心靈好像一間沒有窗戶的劏房，沒有陽

光滲進來，沒有新鮮空氣的流動。房間佈滿著多年的積塵，偷偷侵蝕人心的

害蟲，一箱箱別人告訴自己必須擁有的存貨，令人行不動，又離不開。 

 

心靈，是上帝賜給我們一件極珍貴卻又相當脆弱的禮物。它會累、會痛、會

不安、會生氣、會流淚……在一個講求實際效益的社會，它用盡各樣方法想

告訴我們：我們與一台電腦或一部機器是有分別的。雖然我們不能確保它百

毒不侵，完好無缺，但總不能任由它負荷過重。這需要我們用心照料和呵

護。在人與上帝，人與人、事、物的關係中，用心尋找和貫注可滋潤心靈的

養份；若發現久未痊癒的傷口(你留意到它們的存在嗎？)，總得定期為它們

消毒清洗，縱使你會感到一點點的痛。心靈是讓你能走得久，走得遠，走得

對的忠誠友伴。上帝為你預備的路可能很長，亦很顛簸。走向哪裏？從靈性

的角度，我們每一個都是走在一條回家的路上，一個歸回安息、歸向上帝的

人生旅程。途中遇到的人和事，在上帝精心的編排下，都只是引領我們歸家

的使者(無論你喜不喜歡他們)。至於過程中我們有哪些成就和生產，倒不是

天父最關注的。或許天父等候的，就是我們在掙扎、渴求和奮鬥中，漸漸學

會清理自己的心靈，讓它簡樸單純地安躺在祂的懷抱。 

 

我使我心安穩平靜，好像母親懷中斷奶的孩子；我的心在我裏面如同斷過奶
的孩子。【詩一三一 2】 
 

若真的不夠力氣向前衝，就細心清理一下你的行李。暫時未能放下的，就帶

著它緩緩漫步；必要時，停下來放空一下也未嘗不可。就算世界是現實和殘

酷，你總得對自己的心靈温柔一點。慈愛信實的天父總會在你旁邊，陪你停

下，帶你上路。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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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
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以賽亞書 31-37 章。弟兄姊妹
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
內資料。 

3) 今日起恢復兩堂崇拜，開始時間分別於早上 9:00、11:30，基於
疫情，仍然鼓勵會眾參與崇拜直播。 

4) 「初信成長班」上課地點：104 室，時間：下午 1:00-2:15，請
已報名朋友留意。 

5) 由於疫情持續，為了減低交义感染的風險，請弟兄姊妹自行把
奉獻投入奉獻箱，截數為主日中午 12:00，截數後所收的奉獻將
撥入下主日計算。 

6) 會友林溫鳳琼姊妹丁父憂（溫武江先生），守夜儀式定於 6 月 18
日晚上 6:00 在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愛堂，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