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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19篇 129-131節 (舊約 893 頁) 眾立 

129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謹守。 

130 你的話一開啟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達。 

131 我大大張口，呼吸急促，因我切慕你的命令。 

3. 讚美：真神之愛 (生命聖詩 41 首) 眾立 

1 真神之愛，偉大無窮，口舌筆墨難以形容， 

 高超諸星，深過海洋，長闊高深無法測量， 

 始祖犯罪，惶恐低首，神遣愛子拯救， 

 使我罪人與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尤。  ** 

2 縱然世代變更過去，帝位王權衰落敗亡， 

 頑梗世人仍不求神，卻向山石呼求保障， 

 真神慈愛始終不變，偉大無限無量， 

 亞當後嗣得蒙救贖，天使聖徒頌揚。  **  (間奏) 

3 世上海洋當作墨水，諸天穹蒼作為紙張， 

 世上萬莖用作筆桿，全球文人集合苦幹， 

 竭盡智力描繪神愛，海洋墨水用乾， 

 案卷雖長像天連天，仍難描述盡詳。  ** 

 

** 真神之愛何等豐富，偉大無限無量， 

 永遠不變，永遠堅定，天使聖徒頌揚。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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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歌唱讚美莊稼主 (生命聖詩 451首) 眾坐 

1 歌唱讚美莊稼主，歌唱仁愛頌歌， 
 滿心喜樂高聲唱，歡呼哈利路亞； 
 四季藉主命轉移，五穀百果豐收， 
 歌唱讚美莊稼主，高唱仁愛樂歌。 
2 上主賜甘霖沃土，野地花開泉湧， 
 眾山丘快樂跳躍，山谷歡笑歌唱； 
 祂賜下豐盛恩惠，萬物滋長茂盛， 

 祂賜豐富與平安，作為年歲冠冕。  (間奏) 
3 將主所賞賜禮物，敬獻在祂聖壇， 
 所獻金色的禾捆，皆主救贖靈魂； 
 當你俯伏主足前，獻上感恩的心， 
 用你生活敬拜祂，因祂為你捨生。 

6. 誦讀經文 眾坐 

申命記 7 章 6-9 節 (舊約 248頁) 

6 因為你是屬於耶和華－你神神聖的子民； 
耶和華－你的神從地面上的萬民中揀選你， 
作自己寶貴的子民。 

7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 
並非因你們人數比任何民族多， 
其實你們的人數在各民族中是最少的。 

8 因為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遵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 
耶和華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救贖你脫離為奴之家， 
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 

9 所以，你知道耶和華－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實的神。 
他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羅馬書 8 章 28-39 節 (新約 236 頁) 
28 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他所預知的人，他也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榜樣，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30 他所預定的人，他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他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他又叫他們得榮耀。 

31 既是這樣，我們對這些事還要怎麼說呢？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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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神既不顧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他，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33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復活了，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是迫害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 
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36 如經上所記：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37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 
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 

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權的， 
是有權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39 是高處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7. 回應(奉獻)：我永不忘記你 (生命聖詩 300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3章 22-30 節 (新約 115 頁) 眾坐 

22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導人。 
23 有一個人問他：「主啊，得救的人很少吧？」耶穌對眾人說： 
24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 

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不能。 
25 等到一家之主起來關了門，你們才站在外面敲門， 

說：『主啊，給我們開門！』他要回答你們說： 
『我不認識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哪裏來的。』 

26 那時，你們要說： 
『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導過人。』 

27 他要對你們說： 
『我告訴你們，我不知道你們是哪裏來的。 
你們這一切不義的人，給我走開！』 

28 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裏，
你們卻被趕到外面，在那裏要哀哭切齒了。 

29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裏坐席。 
30 看吧，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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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要進窄門 眾坐 

10. 回應：堅心相信 (青年新歌 16 首) 眾立 

1 前路像漆黑一片，覆蓋濃濃迷霧； 
日光消失黑暗現，滿天烏黑陰暗。 
記得我天父看顧，多寶貴這應許─ 
神眷愛祂的子女，願細聽禱告。  ** 

2 前路像崎嶇曲折，心中慨嘆孤單； 
忘記了親愛天父，屬祂，祂必看顧。 
承受著許多傷痛，因小信滿困憂， 

神眷愛祂的子女，願細聽禱告。  **  (間奏) 
3 我心中滿是淚痕，深感重壓難受， 

途中艱辛遭挫敗，記得祂必幫你。 
賜豐足恩典給你，跨過每次愁慮， 
神永眷愛祂子女，願細聽禱告。  ** 
 

** 堅心的相信，神垂聽禱聲； 
堅心的相信，不要心灰。 
雖心中千般苦困，又背上擔極重； 
常銘記祂必愛護，願細聽禱告。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耶穌領我 (生命聖詩 317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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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堂 *** ***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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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慕慈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葉海婷姊妹

暫　停

簡雪萍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張淑敏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志輝先生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綠）(8月2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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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約伯記 
 

每當信徒面對苦難、逆境，世界有天災、人禍之時，或許也會想到舊約的約伯記。

約伯記的內容有別於新、舊約其他的經卷，當中有撒旦與神的對話，及後牠介入義

人約伯的人生，導致約伯差不多失去地上的一切。友好的安慰，卻是成了對約伯的

審判，並引起多場的辯論。最後約伯與神的對話中，他回應：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 42:5) 
 

他以「看見」作為明白了神的作為，就是 42:2-4 提及； 

2「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計劃不能攔阻。 

3誰無知使你的旨意隱藏呢？因此我說的，我不明白；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4求你聽我，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讓我知道。 
 

因為神透過 38-41章的提問，教曉了約伯以上的道理。 
 

「苦難」是否約伯記的主題？在明道社的網頁中有一文章，是學者黃儀章博士所寫，

名為「信靠順服」1。當中一開始就提問到「約伯記是否真的關於苦難？」文章引用

了 David Clines的論述； 

「苦難是一個怎樣的問題？很多人認為關於苦難的最重要問題是 :為

何受苦？也就是說，它的來源和因由是甚麼？或者更針對個人而言，

為何這苦難會臨到我？這都是嚴肅的問題，可是約伯記卻沒有提供令

人滿意的答案…在約伯的事例中，沒有提及任何人為的因素，卻只有

一些叫人感到詫異的神聖原委，至終，讀者還是無法從書中發現任何

清晰的理由，解釋他們自身為何受苦。對於人類受苦的原因，書中也

隻字未提，因為全書只是論及一個個別而獨特的人的苦難。」  
 

文章提出約伯記的核心經文是 28 章，當中的重點如下 

1 .  人縱擁有技術，他仍無法尋著智慧﹙ 1~12﹚；  

2 .  人縱擁有無邊財富，他卻不能買得智慧﹙ 13~22﹚；  

3 .  智慧只能在神裡找到﹙ 23~27﹚；  

4 .  敬畏神就是智慧﹙ 28﹚。  
 

文章的題目「信靠順服」，亦是作者的總結，正如當中的結語； 

我們面對這樣處境的時候，常常會有不解之謎。但我們是否仍有信靠

和服從的心？願神幫助我們成為真正的智者。  

 

 

陳志輝先生 
 

 
1 http://www.mingdaopress.org/v2/html/articles/scholar_drwong_obey.php 

http://www.mingdaopress.org/v2/html/articles/scholar_drwong_obe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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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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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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現階段只維持主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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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目前本港疫情爆發嚴峻及政府限聚令措施持續，因此本年
度 8月 21-22日兒童暑期聖經班會取消及兒童佈道會將延期舉
行。會計文員 Kammy 將會個別聯絡已報名之學生家長安排退
款手續。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朱姑娘。 

5) 10 月 18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請參
與選舉之提名信已郵遞予合資格之弟兄姊妹，請肢體禱告尋求
主，並於 8 月 10 日前交回條，可登入以下二維碼查閱相關內
容及回覆（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6) 本堂安排一個暑期抗疫的主日學課程，若有興趣參加的弟兄
姊妹請於網上報名  （https://bit.ly/3g2zAth）。請參閱藍田堂
網站及 Facebook 刊登的海報有關詳情。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2 日。課程資料如下： 

課程主題 導師 開課日期及時間 上課形式 備註 

基督教心理
學探討 

麥志成牧師 9-8-2020(日) 
11：30-12：15noon 

(共 11堂) 

以 ZOOM
網上授課 

課程期間若
有改動，會另
行通知 

7) 會友周坤弟兄於 7 月 24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