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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86 篇 11-12 節 (舊約 849 頁) 眾立 

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 
求你使我專心敬畏你的名！ 

12 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稱謝你；我要榮耀你的名，直到永遠。 

3. 讚美：稱頌上主 (生命聖詩 13 首) 眾立 

1 讓我心靈稱頌上主，全心全意崇敬， 
滿心火熱讚美真神，稱頌主名為聖。 

2 讓我心靈稱頌上主，主愛浩大無比， 
終身不忘一切恩惠，感謝上主賞賜。 

3 上主赦免一切罪孽，除去內心不潔， 
上主醫治一切疾病，安慰一切苦情。 

4 主救贖我，賜新生命，使我脫離死權， 
賜下仁愛，慈悲，憐憫，為我榮耀冠冕。  (間奏) 

5 主賜美物，諸般恩惠，滿足一切需用， 
祂使生命健壯活潑，如鷹返老還童。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教會獨一的根基 (生命聖詩 215 首) 眾坐 

1 教會獨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她是主的新創作， 
從水與道而出，主從天上來尋她，作主聖潔新婦， 
甘願流自己寶血，捨身將她買贖。 

2 教會雖召自萬邦，信徒卻成一體，同有救恩的憑證， 
一主一信一洗，同尊獨一的聖名，同享唯一天糧， 
同懷專一的盼望，同蒙恩愛無量。 

3 教會歷盡了苦難，世人譏笑毀謗，內爭分裂她身體， 
異端叛道中傷，聖徒儆醒爭相問，黑夜到底多長？ 
哭泣將變為歌唱，轉眼即見晨光。    (間奏) 

4 教會在地卻聯合，真神三位一體，已享安息的聖徒， 
奧祕甜蜜團契；懇求主賜恩我們，能像快樂聖徒， 
同樣溫柔且謙虛，與主天上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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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44 章 6-8 節 (舊約 1070 頁) 

6 耶和華－以色列的君王， 

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神。 

7 自從古時我設立了人，誰能像我宣告， 

指明，又為自己陳說呢？ 

讓他指明未來的事和必成的事吧！ 

8 你們不要恐懼，也不要害怕。 

我豈不是從上古就告訴並指示你們了嗎？ 

你們是我的見證人！除我以外，豈有神呢？ 

誠然沒有磐石，就我所知，一個也沒有！」 

  

羅馬書 8 章 18-27 節 (新約 236 頁) 

18 我認為，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示給我們的榮耀， 

是不足介意的。 

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20-21 因為受造之物屈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 

而是因那使它屈服的叫他如此。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從敗壞的轄制下得釋放， 

得享神兒女榮耀的自由。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 

一同忍受陣痛，直到如今。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作初熟果子的， 

也是自己內心呻吟，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就是我們的身體得救贖。 

24 我們得救是在於盼望；可是看得見的盼望就不是盼望。 

誰還去盼望他所看得見的呢？ 

25 但我們若盼望那看不見的，我們就耐心等候。 

26 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禱告， 

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 

27 那鑒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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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聖經真理流傳 (普天頌讚 413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5 章 11-17 節 (舊約 652 頁) 眾坐 

11 他們這樣回答我們說： 

『我們是天和地之神的僕人，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 

就是以色列一位偉大的君王建造完成的。 

12 但因我們祖先惹天上的神發怒， 

神把他們交在迦勒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 

他就拆毀這殿，又把百姓擄到巴比倫。 

13 然而巴比倫王居魯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這殿。 

14 神殿中的金銀器皿， 

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掠取帶到巴比倫廟裏的， 

居魯士王從巴比倫廟裏取出來，交給派為省長， 

名叫設巴薩的， 

15 對他說：可以將這些器皿帶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 

在原處建造神的殿。 

16 於是那位設巴薩來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 

但從那時直到如今，這殿尚未修建完畢。』 

17 現在，王若以為好，請查閱巴比倫王的檔案庫， 

看居魯士王有沒有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 

請降旨指示我們王對這件事的心意。 

9. 信息：為何讀歷史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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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應：我們有一故事給萬邦 (青年新歌 60 首) 眾立 

1 要向萬族述說震撼故事，讓眾心可歸正悔改， 

滿真理，並憐憫、恩典，這故事滿真理亮光， 

滿安穩、屬天平安。 ** 

2 來向萬族頌唱美妙歌韻，讓眾心可轉向上主， 

這詩歌得勝罪惡、黑夜，粉碎利器，刀劍、利槍， 

破損佩劍與矛槍。  ** 

3 要向萬族述說歡天喜訊，是那高天君尊上帝， 

愛子賜萬民，贖價清付，將那上帝的愛盡顯， 
已將犠牲的愛顯。  **   (間奏) 

4 要使萬族認識救贖恩主，歷遍憂傷，祂甘步往， 

要使眾世人，並各邦族，歸信上帝真確道理， 

臣服主的真理中。  ** 

 

** 黎明會照遍，再不黑暗，期待正午燦爛陽光； 

而基督國度必會降臨，國度真光、愛澤臨。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Regent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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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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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陳志輝先生

余文耀執事

暫　停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簡雪萍姊妹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簡雪萍姊妹當值執事 當值執事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劉焯凡弟兄 簡雪萍姊妹

麥志成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7月26日)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綠）(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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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抗疫亢奮」 

 

寫這篇文章時百感交集，大家都知道最近疫情再次轉趨緊張，四周都有確診

個案，令人又擔心起來，我們甚至不知道路上踫見的人中，有沒有是帶著病

菌的，就算戴上口罩，也不保證不受感染。雜貨店又湧現搶購衛生用品、大

米、廁紙的人潮，就算你沒有這些需要，在這種瀕臨「末日」的氣氛下，也

不其然多買一點日用品。街上明顯行人少了，除了學生都提早放暑假外，相

信許多人沒需要都不會「冒險」到街上逛，一切都回復到兩、三個月前的景

象。之前筆者的分享文章有提及「抗疫疲勞」的憂慮，恐怕大家竭力抗疫，

日久出現疲勞而鬆懈起來，結果卻是出現「抗疫亢奮」的現象，當確診個案

日漸減少、甚至十多二十天消失，大家就以為抗疫成功，政府也放寬活動限

制，有一段時間市面像回復正常面貌，到處都是上街吃喝玩樂的人，大家似

乎忘記病毒仍在周圍肆虐，然後忽然間確診個案就在我們身邊出現。 

 

在一次逾越節前夕，耶穌與門徒往耶路撒冷去準備過節，當他騎著驢進入耶

路撒冷城時，許多人都慕名來歡迎他，甚至把衣服鋪在路上，高呼：「和散那！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參路 19：28-38），夾道歡迎這位和平的君王

入城，任何人經歷這場面，相信都會興奮莫名，特別是耶穌的門徒，原來自

己所跟從的師傅，竟然是這麼受歡迎！所以在吃逾越節晚餐上，耶穌忽然對

門徒說：「看哪，那出賣我的人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路 22：21）門徒

竟然不以為然，沒有意識到危機就在眼前，甚至當耶穌預告彼得將要軟弱跌

倒時，，彼得很有自信回應說：「主啊，我已準備好要同你坐牢，與你同死。」

（路 22：33），誰理會在這令人亢奮的氣氛下，一些掃興的警告？結果在天

明之前，彼得三次不認耶穌，最後門徒因耶穌被捉拿而樹倒猢猻散。 

 

當然在這危機重臨的時候，我們仍然相信神的保守，深信拯救我們的主耶穌

必定會拯救我們到底。神要我們學習信心的功課，在危機重重時，仍要保持

信心，既要竭力抵抗魔鬼撒但的攻擊，不要因日子久了而鬆懈，因為這是一

場一生一世的持久屬靈爭戰，也不要在小小的勝利時，過早表現興奮，而忘

記魔鬼撒但不會輕易放手，當我們興奮慶祝時，往往就是最好乘虛而入的機

會，使我們再次陷入圈套，這樣我們對抗的決心已大打折扣，不再有之前的

衝勁。 

 

大家看過這分享，請在本堂「面書」上留言報一下平安。願神賜福給倚靠祂

的每一位。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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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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耶利米書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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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近日確診個案增多及區聯會的呼籲，本堂於今日、7

月 26 日的主日只有上午 10:30 一堂崇拜，除事奉人員

外，堂會不對外開放，會眾請留在家中參與崇拜直播。查

詢/取消: 23469681 直播: fb.com/cmaltc。 

4) 10 月 18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

請參與選舉之提名信將於 7 月 20 日寄發予合資格之弟兄

姊妹，請肢體認真禱告尋求主，並於 8 月 10 日前交回

條，信內有相關回覆途徑（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