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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85 篇 8-10 節 (舊約 848 頁) 眾立 

8 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說的話， 

 因為他必應許賜平安給他的百姓， 

 就是他的聖民；他們卻不可再轉向愚昧。 

9 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使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10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 

3. 讚美：祢的信實廣大 (生命聖詩 18 首) 眾立 

1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 

 在祢永遠沒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施憐憫， 

 無始無終上主，施恩不盡。** 

2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 

 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 

 述說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間奏) 

3 祢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 

 祢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 

 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 
 
**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 

 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 

 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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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藉我賜恩福 (生命聖詩 247 首) 眾坐 

1 在塵世生命崎嶇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傷﹔ 

 黑暗滿佈，快把真光照亮，使憂傷者變歡暢。** 

2 述說耶穌基督慈愛故事，述說祂赦罪大能﹔ 

 別人信主要藉你去見證，生活時刻像明燈。 ** 

3 既蒙主供應當白白施予，當愛人像主愛你﹔ 

 對輭弱無助者盡力幫扶，要忠於主的託付。 ** 
 
** 藉我賜恩福，藉我賜恩福，藉我生命，彰主榮耀﹔ 

 藉我賜恩福，救主，聽我求，藉我賜恩福，使他人得救。 

 

6. 誦讀經文 眾坐 

約伯記 38 章 4-18 節 (舊約 747 頁) 

4 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裏？ 

 你若明白事理，只管說吧！ 

5 你知道是誰定地的尺度，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嗎？ 

6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 

7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神的眾使者也都歡呼。 

8 當海水衝出，如出母胎，誰用門將它關閉呢？ 

9 是我用雲彩當海的衣服，用幽暗當包裹它的布， 

10 為它定界限，又安門和閂， 

11 說：『你只可到這裏，不可越過；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12 你有生以來，曾命定晨光，曾使黎明知道自己的地位， 

13 抓住地的四極，把惡人從其中驅逐出來嗎？ 

14 地改變如泥上蓋印，萬物出現如衣服一樣。 

15 亮光不照惡人，高舉的膀臂也必折斷。 

16 你曾進到海之源，或在深淵的隱密處行走嗎？ 

17 死亡的門曾向你顯露嗎？死蔭的門你曾見過嗎？ 

18 地的廣大，你能測透嗎？你若全知道，只管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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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0 章 5-13 節 (新約 239 頁) 

5 論到出於律法的義，摩西寫著： 

 「行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得生。」 

6 但出於信的義卻如此說：「你不要心裏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 

7 或說：誰要下到陰間去呢？ 

8 他到底怎麼說呢？ 

 「這話語就離你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裏，」 

9 你若口裏宣認耶穌為主， 

 心裏信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 就必得救。 

10 因為，人心裏信就可以稱義，口裏宣認就可以得救。 

11 經上說：「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 

12 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 

 他也厚待求告他的每一個人。 

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7. 回應 (奉獻)：求主掌舵 (生命聖詩 319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4 章 15-24 節 (新約 116 頁) 眾坐 

15 同席的有一人聽見這些話，就對耶穌說： 

 「在神國裏吃飯的有福了！」 

16 耶穌對他說： 

 「有人擺設大宴席，請了許多客人。 

17 到了坐席的時候，他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 

 『請來吧！樣樣都已齊備了。』 

18 眾人異口同聲地推辭。頭一個對他說： 

 『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辭了。』 

19 另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
20 又有一個說：『我才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 

21 那僕人回來，把這些事都告訴了主人。 

 這家的主人就發怒，對僕人說： 

 『快出去，到城裏大街小巷，領那貧窮的、 

   殘疾的、失明的、瘸腿的來。』 

22 僕人說：『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還有空位。』 

23 主人對僕人說： 

 『你出去，到大街小巷強拉人進來，坐滿我的屋子。 

24  我告訴你們，先前所請的人沒有一個可以嘗到我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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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我忙著甚麼 眾坐 

10. 回應：靠我靈成事 (青年新歌 50 首) 眾立 

1 高山將你前路隔阻，陷疑惑與恐懼。 

 放心靜聽親愛聖靈：高山終必下塌。  ** 

2 深水將你前路隔阻，這河又闊且深。 

 放心踏上水必消退，安抵岸邊地界。  **  (間奏) 

3 火般苦困熬煉你身，令人沒法忍受。 

 看主基督君尊之子，共行並肩面對。  ** 

4 單單靠神能力救拯，風也願聽指示； 

 壯膽踏上不必灰心，祂會開闢路徑。  ** 

 

**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方會成事；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前行。 

 這高山終必動搖，這大山要被移動； 

 這高山終必動搖；靠我靈引導前行。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榮耀歸與最高神 (世紀頌讚 551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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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林　瑧

暫　停

兒成合一崇拜

暫　停

暫　停

麥志成牧師

楊穎君姊妹

楊穎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暫　停

當值執事簡雪萍姊妹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暫　停

暫　停

徐俊榮執事

徐俊榮執事 陳可媚姊妹

陳志輝先生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楊穎君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綠）(8月16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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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第一位宣教士 

亞伯拉罕的故鄉是迦勒底的吾珥。聖經沒有記載什麼原因，亞伯拉罕的父親

帶著兒子亞伯拉罕和孫兒羅得離開迦勒底的吾珥，移居至迦南生活(創 11:31)；

但途中亞伯拉罕的父親死了，於是亞伯拉罕和羅得停留在哈蘭(創 11:32)。其後，

神呼召亞伯拉罕：「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

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要使別人得福…」(創 12:1-

3)。於是，亞伯拉罕聽從神離開哈蘭前往迦南；亞伯拉罕寄居外地的時候，他繼

續敬拜耶和華、禱告神、見證神，實現神透過他使萬國得福的應許，救恩也是從

亞伯拉罕的那一位子孫（耶穌基督）而來。 

相反，亞伯拉罕的兄弟拿鶴，並沒有隨同父親一同離開迦勒底的吾珥。拿鶴

的子孫留在迦勒底人當中生活(創 22:20-24)，隨著迦勒底人在幼發拉底河以南

和波斯灣以西的地區，發展出巴比倫文化和國度。迦勒底人把首都定於巴比倫，

因此被稱為巴比倫帝國。迦勒底人一詞，亦是占星、占卜和行邪術之人的別名。

巴比倫帝國雖然強大，但迦勒底人兇悍成性，攻打敵人時會把嬰孩摔死，殘暴不

仁。 

巴比倫帝國早於主前 539 年傾覆了，但主後啟示錄仍然記載巴比倫大城的罪

惡滔天，神呼籲祂的子民要從巴比倫中間出來，不應沾染巴比倫的罪：「我看見

另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他以強而有力的聲音喊著說：『傾覆了！大巴

比倫傾覆了！…』我又聽見另一個聲音從天上說：『我的民哪，從那城出來吧！

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受她所受的災殃；』」(啟 18:1-4)「巴比倫大城」暗指

當時逼迫教會的羅馬政權，羅馬政府以軍事及商業手段征服及管轄各處。從歷史

角度「巴比倫大城」也象徵古今鼓吹奢華宴樂的消費主義、以經濟誘因拉攏列國、

藉金錢利益操控人民的勢力。神的子民不應隨從這些風俗文化，更不應參與他們

的罪。 

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及父家，就是要離開巴比倫的發源地，免得

和她在罪上有份。同樣地，我們也不應沾染「巴比倫大城」的文化風俗，只重視

經濟利益而不顧公義、誠信和仁愛。讓我們學習亞伯拉罕，世上第一位的宣教士，

在所到之各處見證神。 

 

 

 

陳麗樟姑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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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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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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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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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8 月 10 日前交回條，可登
入 https://bit.ly/33qW3wE或用二維碼查閱相關內容及
回覆（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