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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55 章 10-12 節 (舊約 1092 頁) 眾立 

10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要滋潤土地， 

使地面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 

11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絕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的旨意，達成我差它的目的。 

12 你們必歡歡喜喜出來，平平安安蒙引導。 

大山小山必在你們面前歡呼，田野的樹木也都拍掌。 

3. 讚美：基督聖容 (生命聖詩 60 首) 眾立 

1 慈祥，和藹，尊貴，威嚴，顯在救主聖面， 

看祂頭戴榮耀如冕，嘴唇滿有恩言，嘴唇滿有恩言。 

2 普天之下沒有一人，能與救主相比， 

天庭千萬華美天使，亦難與主比擬，亦難與主比擬。 

男聲：3 祂見我陷痛苦深淵，就來撫慰拯救， 

為我背負羞辱十架，擔當一切苦愁，擔當一切苦愁。 

女聲：4 祂賜生命氣息給我，享受一切喜樂， 

救主使我勝過死權，脫離墳墓幽暗，脫離墳墓幽暗。 

5 上主賜我豐富恩典，益證主愛無邊， 

我若能有千萬顆心，都願向主奉獻，都願向主奉獻。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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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忠主託付 (生命聖詩 271 首) 眾坐 

1 我已領受主的託付，一個至高至聖的使命， 

我要將祢偉大救恩，到世界各地方作見證； 

本來祢可以從天上，差遣天使把信息傳開， 

但因為祢無限的愛，使人有傳福音的光彩。  ** 

2 主已吩咐我們要去，但願我們總不辜負主， 

凡不聽主命令的人，可怕災禍就必會來臨； 

我們當存畏懼之心，保守自己所得的救恩， 

我們更應遵從使命，為主到世界各處見證。  **(間奏) 

3 我們都欠世人的債，應將福音向別人傳揚， 

主賜我們恩典慈愛，我們應當與別人分享； 

應使每一罪惡之子，最少有一次聽道良機， 

倚靠恩主領我的愛，使他有這盼望得福氣。  ** 
 

** 我願意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傳這信息， 

若不傳便有禍，求使我願跋涉； 

我願意忠於主所託，使我能夠榮耀祢。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65 篇 9-13 節 (舊約 822 頁) 

9 你眷顧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 
神的河滿了水； 
你這樣澆灌了地，好為人預備五穀。 

10 你澆透地的犁溝，潤澤犁脊，降甘霖，使地鬆軟； 
其中生長的，蒙你賜福。 

11 你以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脂， 
12 滴在曠野的草場上。 

小山以歡樂束腰， 
13 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 

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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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 章 12-17 節 (新約 236 頁) 

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而活。 

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定會死； 

若靠著聖靈把身體的惡行處死，就必存活。 

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15 你們所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 

所領受的是兒子名分的靈，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16 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17 若是兒女，就是後嗣，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 

7. 詩班獻詩：大地屬主 (普天頌讚詩 65 首) 眾坐 

1 上主，大地屬祢，雨水恩霖潤澤， 

流轉不息，河川滿溢，地土又再結實。 

2 上主，泥土屬祢，晨露恩澤幼苗， 

火熱陽光使它成熟，五穀茁壯豐茂。 

3 上主，山岡屬祢，原野青葱一片， 

提供群畜綠草無缺，主恩隨處可見。 

4 豐足大地屬祢，能供畜牧、耕種： 

泥土、種子、陽光、雨水，謝主賜恩豐隆！ 

8. 奉獻：信心使我得勝 (生命聖詩 281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哈該書 1 章 12-15 節 (舊約 1427 頁) 眾坐 

12 那時，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 

和所有倖存的百姓都聽從耶和華－他們神的話， 

就是哈該先知奉耶和華他們神差遣所說的話； 

百姓在耶和華面前存敬畏的心。 

13 耶和華的使者哈該奉耶和華差遣對百姓說： 

「我與你們同在。這是耶和華說的。」 

14 耶和華激發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 

約撒答的兒子約書亞大祭司，和所有倖存百姓的心， 

他們就來為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做工。 

15 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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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24 日的考驗 眾坐 

11. 回應：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命聖詩 348 首) 眾立 

1 主，我願忠心於祢，賜我能力，賜我能力， 
 主，我願與祢同行，時刻不息，時刻不息。  ** 
2 主，賜祢火熱的心，住我心內，住我心內， 
 賜我祢善良性情，脫離諸罪，脫離諸罪。   ** 
3 我每日要如此行，祢意必遵，祢意必遵， 
 惟獨耶穌，惟有祢，充滿我心，充滿我心。  ** 
 
** 我願跟祢腳踪行，遵祢命令，遵祢命令； 
  道路上若遇荊棘，導我前行，前行。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國度屬上主 (普天頌讚 865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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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讀經: 陳　諾弟兄 袁麗娟姊妹 陳　諾弟兄 呂浩然弟兄 雷書昊弟兄 連卓鴻弟兄 雷書昊弟兄 邱頌詩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陳雅媛姊妹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陳卓恩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區惠娟姊妹 張穎明姊妹 黃嘉鳳姊妹 康　全弟兄 林笑寶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黃盛霞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鄧愛賢姊妹 盧惠旋姊妹 莫綺湘姊妹 陳詩韻姊妹 袁麗嬋姊妹 温美娟姊妹 方子仁弟兄 丘嘉敏姊妹

當值: 溫燕玲姊妹 莊偉棠弟兄 彭秀群姊妹 羅志威弟兄 高燕萍姊妹 甄志賢弟兄 余穎欣姊妹 古海劍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鄭慧芝姊妹 陳貽添弟兄 李芷珊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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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司琴: -　- -　-

讀經: -　- -　-

司事: -　- -　-

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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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周敏儀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黃香娣姊妹 夏麗婷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楊慧玲姊妹 黃香娣姊妹 周潔頤姊妹

暫　停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綠）(7月19日) 聖靈降臨後第六主日（綠）(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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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給在落難中，要硬著頭皮奔跑的你  【撒下十五至十六章】 

 
以色列人的心都歸押沙龍了！(十五 13) 

 
大衞，對你來說，這句是人生急難的喪鐘聲，是上帝判刑的宣告，是兒子殘

酷的利刃，連停一停去消化都不許你，只好硬著頭皮踏上逃亡，同時又是承

擔錯失的路。這一句，狠狠的朝向你的心底摑過去。沒有猶疑，毫不留情！ 
 

昔日人民的擁戴，香柏木宮殿的安舒與輝煌，好像一個虛擬的王國，一個上

帝和你的人生開的玩笑。遊戲完結，一切光環都消失了。人生的虛幻與荒謬

就是那樣，昨天仍然安好，一切如常，今天整個世界都翻轉了！押沙龍兒時

可愛俊美的臉龐，甜美的笑聲，數年前的親吻，這刻都已變得冰冷刺骨。為

甚麼是他？我所愛所疼的兒子…..上帝，你出手是否太重？怎能承受呢？ 
 

大衞，若這段路你必須要走，就讓上帝派給你的天使成為你的後盾和戰友吧！

外邦人以太 (十五 19-23；十八 2)會是和你出生入死的戰友。雖然你們認識

不久，他真心歸向上帝的國度，不要因他的身份背景就懷疑他。祭司撒督、

亞比亞他和他們的兒子 (十五 24-29；十七 15-22) 選擇效忠於上帝所揀選的

王，雖然他們不在你身邊，但放心，他們那份堅定的信仰必守護著你。你最

忠誠的朋友戶篩(十五 32-37；十六 15 -十七 16)，願意放棄原本的理想和計劃 

(跟你逃亡)，而冒險走到押沙龍面前，決意和朝庭巨星亞希多弗打一場沒有

把握的仗。你可知戶篩帶著效忠上帝和你的心，去服侍押沙龍，心裏是多麼

難受？這些天使不是要高薪厚職、榮華富貴，沒有迷失於虛榮、安舒的生活。

他們一心投靠上帝的國度，明知要承擔一定的風險，預備可能要付出沉重的

代價。將來有一天你取回王位，不要忘記他們。這一刻當你走得孤單迷失時，

請你想著他們，就能看見觸摸不到的上帝。你知道嗎？就算到了今天，祂仍

然愛錫你呀。 
 

不要被洗巴這個虛情假意的小人(十六 1-4)欺騙，他帶來的禮物有多吸引也是

沒有重量的。很高興看到你沒有因為大吵大鬧的示每( 十六 5-14)而失卻焦點，

他只是你人生中一些偶爾出現的噪音，不值得你浪費精神和體力與他糾纏下

去。上帝在適當的時候會叫他閉嘴，專心仰望天父的憐憫必定成為你的力量！

不過，以你的性格，總有一天你會要示每償還….. 
 

送給你【陪你走過春夏秋冬】這首詩歌，陪你渡過心靈的寒冬或秋雨： 

你說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疼我，引導我，保護我！倚靠耶和華的人，什麼

也不怕， 

倚靠耶和華，一個不撇下！你總不撇下我，永遠不離開我，晨昏夜晚陪我度過； 

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這一切事上靠你勝過！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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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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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章、以西結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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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長者團契暫停，直至叧行通知。 

4) 執事會訂於 7 月 16 日(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

間，並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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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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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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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陳浩宏、丘雅婷夫婦剛順利生產兒子，母子平安，感謝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