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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詩篇 89 篇 1 節 (舊約 851 頁) 眾立 

1 我要歌唱耶和華的慈愛，直到永遠， 
我要用口將你的信實傳到萬代。 

3. 讚美：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眾立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間奏)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天父必看顧你 (生命聖詩 52 首) 眾坐 

1 任遭何事不要驚怕，天父必看顧你； 
必將你藏祂恩翅下，天父必看顧你。  ** 

2 有時勞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顧你； 
危險臨到，無處躲藏，天父必看顧你。 ** 

3 凡你所需祂必供應，天父必看顧你； 
凡你所求祂必垂聽，天父必看顧你。  **  (間奏) 

4 無論你遇何種試煉，天父必看顧你； 
輭弱疲倦靠祂胸前，天父必看顧你。  ** 
 

** 天父必看顧你，時時看顧，處處看顧， 
祂必要看顧你，天父必看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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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耶利米書 28 章 5-9 節 (舊約 1169 頁) 

5 耶利米先知當著祭司和站在耶和華殿裏眾百姓的面， 
對哈拿尼雅先知說： 

6 「阿們！願耶和華如此行，願耶和華實現你所預言的話， 
將耶和華殿中的器皿和所有被擄去的人從巴比倫帶回此地。 

7 然而我在你和眾百姓耳中所要說的話，你應當聽。 
8 從古以來，在你我以前的眾先知，向多國和大邦說預言，

論到戰爭、災禍、瘟疫的事。 
9 至於那預言平安的先知，到先知的話應驗的時候， 

人就知道他真是耶和華所差來的。」 

 

羅馬書 7 章 1-13 節 (新約 234 頁) 

1 弟兄們，我對你們這些明白律法的人說， 
你們豈不知道律法約束人是在他活著的時候嗎？ 

2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她就被律法約束； 
丈夫若死了，她就從丈夫的律法中解脫了。 

3 所以丈夫還活著，她若跟了別的男人，就叫淫婦； 
丈夫若死了，她就脫離了律法，雖然跟了別的男人，也不是淫婦。 

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 
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對律法也是死了， 
使你們歸於另一位，就是歸於那從死人中復活的， 
為要使我們結果子給神。 

5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 
那因律法而生犯罪的慾望在我們肢體中發動， 
以致結出死亡的果子。 

6 但如今，我們既然在捆綁我們的律法上死了， 
就從律法中解脫，使我們服侍主，要按著聖靈的新樣， 
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7 這樣，我們要怎麼說呢？律法是罪嗎？絕對不是！ 
但是，若不是藉著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 
若不是律法說「不可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 

8 然而，罪趁著機會，藉著誡命，使各樣的貪心在我裏頭發動， 
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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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前沒有律法的時候，我是活的；但是誡命來到，罪活起來， 
10 我就死了。那本該叫人活的誡命反而叫我死。 
11 因為罪趁著機會，藉著誡命誘惑我，並且藉著誡命殺了我。 
12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的，誡命也是聖的、義的、善的。 
13 那麼，那善的是叫我死嗎？絕對不是！叫我死的是罪。 

罪藉著那善的叫我死，為要顯出這真是罪， 
以致罪藉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 

7. 詩班獻詩：主愛宏深 (普天頌讚 644 首) 眾坐 

1 我何微小，上主偉大無窮，惟憑上主才使我得完全； 
主愛何深，大能消除疑驚，驅我恐慌，風暴平息─天青。 

2 主愛宏深─基督寶架傳聲；祢名是愛─主墳墓即見證； 
世上情愛轉瞬消散如灰，惟祢大愛光照我經暗晦。 

3 認識我主，生命充滿主恩，心靈平安，口唱讚美詩章； 
祢賜健康，是我喜樂、杖竿；倚靠我主，軟弱定轉剛強。 

4 更願我主時常向我顯彰；更願常見我神榮耀光芒； 
更願常沾我主恩澤、權柄─臨塵聖道─真理、仁愛無量。阿們。 

8. 回應(奉獻)：主道不變更 (普天頌讚 414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詩篇 46 篇 1-11 節 (舊約 804 頁) 眾坐 

1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2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3 其中的水雖澎湃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 
4 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歡喜， 

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 
5 神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 
6 萬邦喧嚷，國度動搖；神出聲，地就熔化。 
7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8 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看他使地怎樣荒涼。 
9 他止息戰爭，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 
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列國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 
11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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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眾坐 

11. 回應：當轉眼仰望耶穌 (青年新歌 22 首) 眾立 

1 心中是否擔憂感苦困？沒法望見一點微光？ 
心仰望主得真光、新生，更可得豐盛與自由。 ** 

2 主經越過生死今永活，而我藉主得到重生， 
我眾現已不再是罪奴，若靠主恩定必得勝。  ** 

3 主應許定終必不改變，願信賴救主必蒙恩， 
宣講全備福音可拯救，全地快將步向滅亡！  ** 

 
** 當定晴仰望基督，榮美、聖潔、光輝面容， 

在救主恩典真光裡看見俗世事情顯虛空不已。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PRELUDE 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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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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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麥淑容姊妹 周鈺貽姊妹 呂潔儀執事 林恩庭姊妹 顧建德弟兄 林恩庭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葉海婷姊妹 潘裕文姊妹 葉海婷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鄭　琦姊妹 趙惠蘭姊妹 唐建寬 李敏池弟兄 黎翠琼姊妹 林燕芬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司事: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姊妹 譚建偉弟兄 莫雪貞執事 李翠碧姊妹 何少鳯姊妹 李敏池弟兄 盧麗雯姊妹

當值: 麥永佳姊妹 孔憲榮弟兄 鄧民亮弟兄 徐潔玲姊妹 方艾洲弟兄 陳惠霞姊妹 劉嘉敏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林溢謙弟兄 梁志強弟兄 周鈺貽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鄭穎儀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冼文儀姊妹 林月娥姊妹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司琴: 林　臻弟兄 林　臻弟兄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許智朗小朋友 梁諾希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司事: 李卓恩小朋友 蕭卓藍小朋友 劉曉霖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 黃麗堅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周敏儀姊妹 王月珊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溫燕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楊慧玲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溫燕玲姊妹 周寶頤姊妹 楊慧玲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綠）(7月5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6月28日) 

上週奉獻總數: $82,869 本月累積奉獻: $425,909  (包括發展及購堂: $55,373)

本週獻花: 黃美河姊妹、李溢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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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44 主知名 800 *0145 主知名 200 *0146 主知名 2000 *0147 主知名 2000 *0148 主知名 1559
Q194 主知名 1800 Q787 主知名 300 Q788 主知名 500 Q994 主知名 2000 S026 主知名 10000
S655 主知名 2500 S655 主知名 2500 S878 主知名 1000 S929 主知名 2500 T114 主知名 3000
T428 主知名 3000 T457 主知名 8000 T459 主知名 2000 T788 主知名 560 U110 主知名 100
U274 主知名 1314 U275 主知名 500 U568 主知名 1000 U574 主知名 2000

慈惠 : *0146 主知名 1500 T457 主知名 2000
感恩 : *0146 主知名 1000 N917 主知名 300 S868 主知名 1500 S929 主知名 500 T084 主知名 200

T114 主知名 3000 T708 主知名 200 U110 主知名 100 U270 主知名 1500 U275 主知名 500
U523 主知名 1000 U548 主知名 1000 U549 主知名 1000 U565 主知名 5000 U567 主知名 500
U570 主知名 1000 U612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145 主知名 200 *0148 主知名 223 Q994 主知名 100 S295 主知名 1000 U277 主知名 5000
差傳 : *0148 主知名 223 Q994 主知名 100
教育 : *0148 主知名 223
鮮花 : T107 主知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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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要發出生命光來榮耀主 

 正當各國領袖及民眾忙於對抗這場已持續半年仍未消退的新冠肺炎疫症，雖

則在染病人數有所緩和，可是直到目前為止全球多國還是有民眾在染病，尤其是在

南美巴西、美國及歐洲等國染病人數仍是令人關注，反映這場大流行的疫症在提醒

活在當下的全球人類在對抗疫症上總是不能鬆懈。 

 顯然這場疫症不但喚醒國與國之間的領袖及民眾如何用正確態度應對這場疫

症外，還在喚醒全球人類在應對疫症時，不單以經濟和利益作為優先關懷，而是國

與國之間的社會關係能否在艱難時刻展現出人性的光輝，藉此為這黑暗世界的人們

帶來雪中送炭的祝福 ! 就在疫情肆虐歐、美國家期間，不時會收到國際傳媒送來一

則則令人感到鼓舞的新聞，現分述如下 :- 

1. 意大利 : 重災區米蘭東北面的貝加莫（Bergamo ）有六十名神職人員染     

病而逝世，其中有一位神父貝拉德利（Giuseppe Berardelli）在患上疫症住

院期間獲教友捐贈呼吸機以助緩解病情; 但後來他自願將呼吸機轉贈給另

一位危重年輕病人，以致貝拉德利神父在缺乏呼吸機支持下病逝，享年七

十二歲。隨後梵蒂岡聖座教區馬丁神父在互聯網上讚揚他的生命為主作了

美好見證，實踐約翰福音十五章十三節所言「人為朋友捨命，沒有比這更

大的愛了。」來形容貝拉德利神父是「愛德的殉道者」。 

2. 美國 : 有一位意大利兒科醫生 Giampiero Giron 年屆 85 歲，本來已在享受

退休生活，可是他在美國疫情最嚴峻時刻 ; 在醫護人手及防疫設施不足下

願意冒生命危險主動往隔離病房照顧患病兒童，因他的內在生命並未忘記

為醫者的初心，並懷著以終生為醫的使命信念救助病人。 

3. 美國 : 有一群參與志願組織 (Shaper Hands) 的年青人; 在疫情期間跟一

間亞太耆老中心（NAPCA）及租車公司(Lyft) 合作，為洛杉磯縣及橙縣需

要幫助的長者提供免費送貨上門服務。 

4. 德國 : 女總統默克爾在疫情威脅歐盟地區，她主動撥出 1500 萬歐元協助

其他歐盟國家對抗肺炎疫症 ; 又派出醫療隊協助接收法國及意大利重症

病人到德國救治。 

 回看以上為四周社群發出生命光輝的領袖及民眾; 在這疫情嚴峻考驗下仍以

捨己救人及情願自我犧牲利益來祝福他人的表達，確實在喚醒一些唯利是圖或以權

謀私的各國領袖及民眾，疫情不是被人利用來攻撃他國、也不是用來建立一己勢力

擴張、亦不是自我放縱忽視他人健康的行徑、更不是趁機進行軍事競賽製造衝突。 

 祈願作為天國子民和受造的人類，在這疫情艱難的日子也未忘起初的愛心，

為四周的鄰舍活出「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生命和踐行馬太福音五章十六節「你們的

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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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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以賽亞書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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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至 9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4) 高中主日學會於今日上午 10:30-11:15 開始恢復實體上課，

地點在 103 室。請參加的學員留意。 

5) 7 月 1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6) 7 月 5 日恢復領聖餐、收奉獻，請會眾自備消毒搓手液或消

毒用品。 

7) 2020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8 月 21 至 22 日（另 23/8 兒童佈道

會），主題：「逆境小勇士」名額 45 人（每班組收生 15 人）

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小六

兒童參加（2020 年 9 月升讀年級），將於今日開始接受報名，

如有興趣參加之兒童請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100交會計

文員 Kammy，截止報名日期:7 月 26 日。如有任何查詢可聯

絡朱姑娘。 

8) 將會在今年 9 月開始新一期門訓，本期門訓將為期 3 年，並

以實踐信仰及社關為主導，參加者將同期參與兒童發展基金

資助的「師友計劃」。3 年內除了有小組門訓聚會外，「師友計

劃」部份將由「恩光社會服務中心」作行政、活動及訓練安

排，參與的弟兄姊妹主力於個別關心、及傳福音事工。弟兄

姊妹可與陳志輝傳道查詢資料及報名，暫定 7 月 31 日截止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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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堂將於 9 月 12 日（六）晚上 7:00 舉行佈道會，由余德淳

博士主講，題目：「變幻中的平安」，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

席，並邀請未信主的親友赴會。另外，有志作陪談員及招待

員的弟兄姊妹，請踴躍報名，報名表已張貼在圖書閣對出間

隔上。 

10) 李美琼姊妹於 6 月 17 日安息主懷，將於 6 月 30 日（二）下

午 4:30 在萬國殯儀館 504 堂設靈，求主安慰其家人。 

11) 劉麗梅姑娘今天午堂出外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