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七月五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願我口中言語 (崇拜樂章─國度期 62 頁) 眾坐 

願我口中言語、心中意念思想得在主前蒙悅納， 
祢是神─我救主、磐石！阿們。阿們。 

3. 宣召：詩篇 145 篇 1-2、6 節 (舊約 912 頁) 眾立 

1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2 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6 人要傳講你可畏的能力，我也要傳揚你的偉大。 

4. 讚美：三一真神光輝 (普天頌讚 8 首) 眾立 

1 三一真神彰顯光輝，匯聚能力、君尊權威， 
似火烈日不斷運行，懇求賜光照徹心靈。 

2 早晨唱歌稱頌主名，晚間呈獻禱告虔敬， 
祈盼同參高天眾聖讚美主恩直到永恆。 

3 稱頌聖父─高天榮光、基督─塵世黑夜之光、 
讚美聖靈、三位一體，尊崇、讚美，無窮盡時。阿們。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人天同讚 (普天頌讚 4 首) 眾坐 

1 猶大先知昔日看見光輝異象心歡欣， 
無量歌聲甜美非常，古代先見樂聽聞。 

2 榮耀光中，環繞主座，基路伯與撒拉弗， 
反復循環稱揚讚頌，殿中歌韻聲遠播： 

3 “天堂充滿上主光榮，世間充滿主宏恩； 
聖哉，聖哉，聖哉上主，光榮歸主到永恆。” 

4 讚頌環繞響徹天庭，地上和應同歌唱， 
歡唱“聖哉，聖哉，聖哉，至高上主，大君王。＂ 

詩班：  5 天使天軍侍立主前，聖潔教會在世間， 
人天聯合一同拜主，同聲讚美樂無邊。 

6 天堂充滿主的光榮，世間充滿主宏恩； 
聖哉，聖哉，聖哉上主，光榮歸主到永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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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誦讀經文 眾坐 

撒迦利亞書 9 章 9-12 節 (舊約 1438 頁) 

9 錫安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啊，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 

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驢，驢的駒子。 

10 我必除滅以法蓮的戰車和耶路撒冷的戰馬； 

戰爭的弓也必剪除。 

他要向列國講和平； 

他的權柄必從這海管到那海，從大河管到地極。 

11 錫安哪，我因與你立約的血， 

要從無水坑裏釋放你中間被囚的人。 

12 被囚而有指望的人哪，要轉回堡壘； 

我今日宣告，我必加倍補償你。 

 

羅馬書 7 章 14-25 節上 (新約 235 頁) 

14 我們原知道律法是屬靈的，我卻是屬肉體的， 

是已經賣給罪了。 

15 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 

我所恨惡的，我反而去做。 

16 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得承認律法是善的。 

17 事實上，這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罪做的。 

18 我也知道，住在我裏面的，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19 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反而去做。 

20 如果我去做我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 

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罪做的。 

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行善的時候，就有惡纏著我。 

22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人，我喜歡神的律， 

23 但我看出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內心的律交戰，把我擄去， 

使我附從那肢體中罪的律。 

24 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的身體呢？ 

25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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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快聚主跟前 (來就主席筵 42 頁) 眾坐 

1 快聚主跟前，來就活水邊，自此主福蔭生命敝開！ 

躋身主天國，恩寵潔罪民，聖靈施感化，主愛為記。 

2 聖民聚主前，來伏主麾下，共建主教會，聽主話語。 

歷代按應許支取諸福蔭，藉主耶穌，享生命永恆。 

3 應恩主選召，就主恩桌前，永生餅接過，主杯分嚐！ 

回應主邀約，頌主愛恩盟，赦罪厚恩臨，愛中結連一體。 

4 同就主光輝，選召脫黑暗，行在主光中，主是我君！ 

教會─主身體，靠聖靈賜恩，頌揚並仰瞻，合一參拜。 

救贖為標記！主前歡呼！愛、赦罪恩臨：主內合一。 

9. 奉獻：All praise to thee who safe hast kept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2 章 49-59 節 (新約 113 頁) 眾坐 

49 「我來是要把火丟在地上，假如已經燒起來， 

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嗎？ 

50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受，在這事完成之前， 

我是多麼地焦急！ 

51 你們以為我來是要使地上太平嗎？不！ 

我告訴你們，是使人紛爭。 

52 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 

三個和兩個相爭，兩個和三個相爭： 

53 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 

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 

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 

54 耶穌又對眾人說： 

「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大雨了』，果然就有； 

55 起了南風，你們就說：『要燥熱了』，也就有了。 

56 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象， 

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是甚麼時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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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判斷甚麼是合理的呢？ 

58 你同告你的冤家去見官，還在路上，要盡力跟他和解， 

免得他拉你到法官面前，法官把你交給法警， 

法警把你下在監裏。 

59 我告訴你，就是最後一小文錢還沒有還清， 

你也絕不能從那裏出來。」 

11. 信息：分辦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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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QUAM SUAVIS (How Sweet)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以主為樂 (普天頌讚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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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麥穎珊姊妹 麥穎珊姊妹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顧建德弟兄 林恩庭姊妹 蔡小鳳姊妹 陳　諾弟兄 袁麗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呂浩然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林燕芬姊妹 鄭美珍姊妹 陳其銘弟兄 區惠娟姊妹 張穎明姊妹 黃嘉鳳姊妹 康　全弟兄

司事: 李翠碧姊妹 何少鳯姊妹 李敏池弟兄 謝月芬姊妹 鄧愛賢姊妹 盧惠旋姊妹 莫綺湘姊妹 陳詩韻姊妹

當值: 方艾洲弟兄 陳惠霞姊妹 劉嘉敏姊妹 楊彼得弟兄 溫燕玲姊妹 莊偉棠弟兄 彭秀群姊妹 羅志威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周鈺貽姊妹 蔡加德弟兄 楊芷瑩姊妹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姊妹

執事: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冼文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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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讀經: 梁諾希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曾樂兒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劉曉霖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鍾晞呈小朋友 胡恩晴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吳綺薇姊妹 林　臻弟兄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曉潼小朋友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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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杜小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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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楊慧玲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7月12日)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綠）(7月5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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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同唱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Hallelujah」是一個為人熟悉的基督教詞彙，是舊約聖經希伯來

文字(ַּֽה ְללּו־י  ַֽ 的音譯，意思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多篇詩篇都以「哈利路亞」( ה 

去呼籲人讚美耶和華（詩 104-106, 111-113, 115-117,135, 146-150），不論長者或

小童都能夠朗朗上口，並且跨越語言的界限，不同國籍、種族的人都能夠以「哈

利路亞」頌讚主。 

 
然而，在新約聖經只有啟示錄出現「哈利路亞」：「此後，我聽見好像有一大

群人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救恩、榮耀、權能都屬於我們的神。…』他們又

一次說：『哈利路亞…』那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的神，說：

『阿們。哈利路亞！』…我聽見好像一大群人的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像大雷的

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啟 19:1-6） 

 
原來在這段「哈利路亞」讚美歌聲之前，是一首哀悼「巴比倫大城」傾覆的

哀歌（啟 18）。「巴比倫大城」暗指當時逼害教會的羅馬政權，也象徵藉著經濟

力量去壓迫人和逼迫信徒的邪惡勢力。將來，神必審判「巴比倫大城」，把一切

與神敵對、以經濟力量去殘害信徒的勢力永遠瓦解，那時哀歌就變為「哈利路亞」

讚美歌，不同國籍、膚色、語言的人，因著神的救恩、尊貴、榮耀、能力並神的

公義審判，同聲讚美主。 

 
回到現實處境中，寫啟示錄的使徒約翰並非安舒地在教會唱「哈利路亞」，

當時基督徒正面對羅馬政權的大逼害，有些基督徒被逼離開家園、有些被困監獄

裡，更有被殘酷處死！啟示錄說明我們即使面對逼迫或苦難，耶穌基督仍然是教

會的主，全權負責及擁有教會，令教會在患難中能夠有盼望走下去。在地上世界

之中，屬神的國度真實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就是個具體例子，去彰顯神的

國在我們當中。當新天新地降臨後，神在其中永遠作王，我們也要一起唱「哈利

路亞」讚美神。 

陳麗樟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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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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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主日學會於今日上午 10:30-11:15 開始恢復上課，地點：

101 室。請參加的學員留意。 

4) 福蔭團契於 7 月 11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林道儀中醫師
主講：癌症與中醫食療，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本堂基督少年軍 200 分隊現正招募 8 至 11 歳兒童參與初級
組之暑期活動，由 8 月 1 日至 29 日共五個星期六下午 2 時
至 4 時半，活動包括攀石、氣槍射擊、特別運動、創意 DIY、
參觀影音使團等，讓兒童體驗愉快的團體生活。可向陳先生
或陳姑娘查詢有關詳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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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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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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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