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但以理書 7 章 9-10、13-14 節 (舊約 1324 頁) 眾立 

9 我正觀看的時候，有寶座設立，上面坐著亙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 

寶座是火焰，其輪為烈火。 

10 有火如河湧出，從他面前流出來； 

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 

他坐著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看哪，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著天上的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14 他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 

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度必不敗壞。 

3. 讚美：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7 首) 眾立 

1 惟獨耶穌是我信息，惟獨耶穌我所傳揚； 

 我要永遠高舉耶穌，惟獨耶穌我所仰望。  ** 

2 惟獨耶穌是我救主，我眾罪過祂代擔當； 

 惟獨耶穌使我稱義，日日賜我所需力量。  ** 

黙想： 3 惟獨耶穌使我成聖，脱離自我，罪污洗清， 

 惟獨耶穌賜下聖靈，充滿我心，靈命豐盛。 ** 

4 惟獨耶穌醫我疾病，一切軟弱主代擔當， 

 祂的復活豐盛生命，祂的肢體皆能分享。  ** 

5 惟獨耶穌我所等候，儆醒注意再來呼聲， 

 仍是耶穌，只有耶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 ** 
 
** 惟獨耶穌，永遠耶穌，我心讚美，我口傳揚， 

 救我醫我，使我成聖，榮耀救主，再來之王。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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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有福的確據 (生命聖詩 414 首) 眾坐 

1 有福的確據，耶穌屬我，我今得先嘗天堂的榮耀！ 

為父神後嗣，已得救贖，從聖靈得生，寶血洗淨。 ** 

2 完全順服主，快樂無比，天堂的榮耀，顯在我心裏； 

天使帶信息，由天降臨，傳報主憐憫，述說主愛。 ** 

3 完全順服主，萬事安寧，我在救主裏，喜樂滿心懷； 

時刻仰望主，儆醒等待，滿得主恩惠，浸於主愛。 ** 
 
** 這是我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和。× 2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55 章 1-5 節 (舊約 1091 頁) 

1 來！你們所有乾渴的，都當來到水邊；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 

你們都來，買了吃；不用銀錢，不付代價，就可買酒和奶。 

2 你們為何花錢買那不是食物的東西， 

用勞碌得來的買那無法使人飽足的呢？ 

你們要留意聽從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甘，心中喜樂。 

3 當側耳而聽，來到我這裏；要聽，就必存活。 

我要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給大衛那可靠的慈愛。 

4 看哪，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立他作萬民的君王和發令者。 

5 看哪，你要召集素不認識的國民，素不認識的國民要奔向你； 

這都因耶和華─你的神，因以色列的聖者已經榮耀了你。 

 

羅馬書 9 章 1-5 節 (新約 237 頁) 

1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不說謊話；我的良心被聖靈感動為我作證。
2 我非常憂愁，心裏時常傷痛。 

3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詛咒， 

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4 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的頒佈、 

敬拜的禮儀、應許都是給他們的。 

5 列祖是他們的，基督按肉體說也是從他們出來的。 

願在萬有之上的神被稱頌，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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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祂既看顧麻雀 (生命聖詩 337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撒母耳記下 7 章 5-16 節 (舊約 430 頁) 眾坐 

5 「你去對我僕人大衛說： 

『耶和華如此說：你要建造殿宇給我居住嗎？ 

6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過殿宇，卻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7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任何一個領袖， 

就是我吩咐牧養我百姓以色列的， 

說過這話：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8 現在，你要對我僕人大衛這樣說：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 

叫你不再牧放羊群，立你作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 

9 你無論往哪裏去，我都與你同在，剪除你所有的仇敵。
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偉人的名一樣。 

10 我必為我百姓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植他們， 

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受攪擾； 

兇惡之子也不像從前那樣苦待他們， 

11 並不像我命令士師治理我百姓以色列的日子。 

我必使你平靜，不受任何仇敵攪擾，並且耶和華應許你， 

耶和華必為你建立家室。 

12 當你壽數滿足、與你祖先同睡的時候， 

我必使你身所生的後裔接續你；我也必堅定他的國。 

13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堅定他國度的王位，直到永遠。 

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用世人的鞭責罰他。 

15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的掃羅一樣。 

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你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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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建造安定的家園 眾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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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聖餐：背我重負(O Christ what burdens bowed Thy head) 眾坐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Jesu, meines Lebens 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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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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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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美荃姊妹 楊穎君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陳志輝先生

待　定

待　定

暫　停

暫　停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江慕慈姑娘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葉海婷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8月9日)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綠）(8月2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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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彩虹之約的真義 

 踏入香港炎炎夏日的天氣，總會出現連日下雨的現象，再加上香港人仍在忙

於對抗這場揮之不去令人厭煩的新冠肺炎疫症之際，在六月至七月期間喜見在網

上社交平台收到朋友群組傳來的相片，均是一幅幅色彩繽紛的彩虹風景圖片，剎那

間為人帶來愉悅的心情 ! 讓人頓時忘卻那些令人厭煩的世情，心境豁然開朗起來，

於是遂向身邊好友轉寄這些本年度難得一遇之秒拍彩虹照片。其後連忙觀賞照片

之餘，在不經意間看到提供照片的網友有以下留言 : 「天佑香港」、「今年有好

運」、「覺得好幸福呀」、「奇景」及「好開心呀」等等。可見人們每當遇見彩虹

美景便很快地將思想投進正面及積極樂觀情緒反應當中。為何上主創造的人看見

這彩虹大自然景觀時會有如此愉悅正面的心情呢 ? 這實在奇妙 !  

不過「彩虹」在上帝創造設計裏確實帶給世人有別於今天一般人所想的意義。

那麼我們必須要追溯到聖經創世記時代的第一道彩虹說起……。然而世界上最早

的第一道彩虹初現於創世記挪亞的時代 (創 9:1-16); 上主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

日所想盡都是惡，還有神的兒子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令上主感

到憂傷和遺憾 (創 6:1-8) ! 所以上主決定以洪水除滅地上受造的人和動物，只有挪

亞一家和他所揀選的動物獲得拯救。其後彩虹初現為要表明上主與挪亞一家立約

和答應不會再以洪水毀滅世界的記號。 

此外，根據鄺炳釗，1997 年在創世記(卷一) 註譯書中提及; 彩虹的原文意

思「弓」(bow) 是上主手中一種武器 (哈 3:9)，此處用來形容掛在天空的「弓」是

用來射出「閃電」，卻成了「和平」的記號。還有，釋經學者指出上主用「彩虹」

作為立約的記號，乃因彩虹在陰沉的雲層特別顯得燦爛輝煌，使人想起上主的恩典; 

而且彩虹初現往往是在暴風雨過後太陽折射而生，令人聯想到審判和憐憫的結合。

另一方面，在新約聖經有記載上主的寶座有「虹」圍繞及「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

石」(啓 4:3) 。與及有大力的天使「披著雲彩，頭上有虹」(啓 10:1) 。可見從新舊

約聖經向我們展現的彩虹是從神而來的記號，為要提醒我們生於世界的人及受造

之物，上主應許我們以和平、恩典、憐憫、保存生命及永恆的榮耀作為神與地立約

的祝福。 

祈願在經歷暴風雨後的香港，抑或在人生階段面對著暴風雨的弟兄姊妹，也

能經歷從神而來像彩虹般繽紛的恩典保守、憐憫拯救和榮耀盼望 ! 倘若各位弟兄

姊妹下次再有機會遇見彩虹，請緊記主的恩典、憐憫和永恆的榮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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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耶利米書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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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持續，本堂作出以下安排： 

i) 仍維持主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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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取消 8 月 21-22 日兒童暑期聖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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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9 月 12 日舉行之「變幻中的平安」佈道會將延期至 2021
年 4 月 24 日（六）晚上 7 時舉行，請弟兄姊妹為佈道工
作祈禱。 

iv) 處於疫症肆虐之時，一起祈禱尤為重要，歡迎
弟兄姊妹登入二維碼報名參加網上 ZOOM 祈
禱會，逢星期三晚八時舉行，祈禱會前查經。
8 月 5 日開始「深度」查考約翰一、二、三書。 

v) 安排一個暑期抗疫的主日學課程，若有興趣參
加的弟兄姊妹請登入二維碼報名，亦可參閱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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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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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入二維碼查閱相關內容及回覆（參加與不
參加均須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