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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 (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56 章 1、6-7 節 (舊約 1092 頁) 眾立 

1 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 

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顯現。」 

6 「那些與耶和華聯合，事奉他，愛他名， 

作他僕人的外邦人，凡謹守安息日不予干犯， 

又持守我約的人， 

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 

使他們在我的禱告的殿中喜樂。 

他們的燔祭和祭物，在我壇上必蒙悅納， 

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3. 讚美：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眾立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間奏)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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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以愛相連 (生命聖詩 218 首) 眾坐 

1 福哉愛主聖徒，彼此以愛結連， 

和睦相處，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 

2 在父寶座面前，同心虔誠祈禱， 

同擔憂懼，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標。 

3 彼此同當憂患，彼此同肩重擔， 

彼此共灑同情眼淚，彼此慰問勸勉。 

4 我們離別之時，內心難免依依， 

身雖遠離，心仍契合，希望再會有期。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67 篇 (舊約 823 頁) 

1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給我們， 

使他的臉向我們發光， 

2 好讓全地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3 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4 願萬族都快樂歡呼； 

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地上的萬族。 

5 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6 地已經出了土產，神，我們的神，要賜福給我們。 

7 神要賜福給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羅馬書 11 章 1-2 節上、28-32 節 (新約 240 頁) 

1 那麼，我要問，神棄絕了他的百姓嗎？絕對沒有！ 

 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亞伯拉罕的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 

2 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 

28 就福音來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 

就揀選來說，他們因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 

29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不會撤回的。 

30 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 

你們倒蒙了憐憫。 

31 同樣，他們現在也是不順服， 

叫他們因著施給你們的憐憫，現在也就蒙憐憫。 

32 因為神把眾人都圈在不順服中，為的是要憐憫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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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應 (奉獻)：願神收納孩子 (普天頌讚 428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以斯拉記 6 章 1-5、14-22 節 (舊約 652 頁) 眾坐 

1 於是大流士王降旨，要尋察典籍庫，就是在巴比倫藏檔案之處；
2 在瑪代省亞馬他城的宮內尋得一卷，其中這樣寫著， 
「記錄如下： 

3 居魯士王元年，王降旨論到在耶路撒冷神的殿， 
 要建造這殿作為獻祭之處，堅固它的根基。 
 殿高六十肘，寬六十肘， 
4 要用三層鑿成的石頭，一層木頭，經費可出於王的庫房。 
5 至於神殿的金銀器皿， 
 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取帶到巴比倫的， 
 必須歸還，帶回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處放在神的殿裏。」 
14 猶太人的長老因哈該先知和易多的孫子撒迦利亞的預言， 
 就建造這殿，凡事順利。 
 他們遵照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居魯士、大流士、 
 亞達薛西的諭旨，建造完畢。 
15 大流士王第六年，亞達月初三，這殿完工了。 
16 以色列人、祭司和利未人， 
 以及其餘被擄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地為神的這殿行奉獻禮。 
17 他們為這神殿的奉獻禮獻了一百頭公牛、二百隻公綿羊、 
 四百隻小綿羊，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獻十二隻公山羊， 
 作以色列眾人的贖罪祭。 
18 他們派祭司按著班次， 
 利未人也按著班次在耶路撒冷事奉神， 
 正如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 
19 正月十四日，被擄歸回的人守逾越節。 
20 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潔，他們全都潔淨了。 
 利未人為被擄歸回的眾人和他們的弟兄眾祭司， 
 並為自己宰逾越節的羔羊。 
21 從被擄之地歸回的以色列人， 
 並所有歸附他們、除掉這地外邦人的污穢、 
 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人，都吃這羔羊。 
22 他們歡歡喜喜地守除酵節七日，因為耶和華使他們歡喜。 
 耶和華又使亞述王的心轉向他們， 
 堅固他們的手，去做神－以色列神殿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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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最難忘的那一天 眾坐 

10. 回應：全獻在壇上 (青年新歌 46 首) 眾立 

1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我聽見祢呼聲； 

 心想給主用，全給祢，必須甘心獻一切。** 

2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祢美意，我謹遵； 

 盼我宣講佳美喜訊，宣講恩主愛豐厚。 ** 

3 將所得都擺上，恩主，決意獻祢腳下； 

 於這生短暫時光裡，甘經風霜與苦困。 ** 
 
** 獻奉給祢，不留一點，祢曾為我，捨己犠牲； 

 美善旨意，盼我成志，恩主，今我只跟祢心意。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眾坐 

by SY MILLER and JILL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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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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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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成合一崇拜

暫　停

李敬因姊妹

鄭奕希小朋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簡雪萍姊妹

蘇潔華牧師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鄺淑芬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麥志成牧師

楊穎君姊妹

楊穎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綠）(8月23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一主日（綠）(8月16日) 

上週奉獻總數: $222,780 本月累積奉獻: $222,780  (包括發展及購堂: $3,950)

本週獻花: 陳志立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180 主知名 200 *0181 主知名 2000 *0182 主知名 1750 *0183 主知名 900 *0184 主知名 200
*0185 主知名 1000 *0186 主知名 200 *0187 主知名 3000 *0188 主知名 1750 *0189 主知名 6000
*0190 主知名 1000 *0191 主知名 10000 *0193 主知名 3000 *0194 主知名 10000 *0195 主知名 6500
*0196 主知名 5000 *0197 主知名 200 *0198 主知名 800 *0199 主知名 1000 *0200 主知名 2700
*0202 主知名 1000 *0203 主知名 8100 *0204 主知名 6000 Q101 主知名 3300 R519 主知名 1000
S469 主知名 350 S656 主知名 2500 S656 主知名 2500 S811 主知名 6000 S894 主知名 14000
T137 主知名 500 T922 主知名 10000 T922 主知名 1000 U074 主知名 1000 U369 主知名 1200

U458 主知名 800 U475 主知名 2000 U495 主知名 11730 U613 主知名 500 U884 主知名 23100
U891 主知名 6000 V015 主知名 3700 V016 主知名 10000 V020 主知名 9000

慈惠 : *0183 主知名 900
感恩 : *0183 主知名 900 *0201 主知名 1500 S469 主知名 200 U547 主知名 20000 U613 主知名 500

U776 主知名 1000 U882 主知名 100 U883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180 主知名 200 *0182 主知名 250 *0183 主知名 900 *0184 主知名 200 *0186 主知名 200

*0197 主知名 200 U458 主知名 2000
差傳 : *0182 主知名 250 *0183 主知名 900
教育 : *0182 主知名 250 U104 主知名 2000 U481 主知名 30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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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讓約櫃帶著你走 

 

「以色列人離開耶和華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華的約櫃在前面行了三

天的路程，為他們尋找安歇的地方。他們拔營往前行，日間有耶和華的雲彩在他

們上面。」【民十 33-34】 
 
曠野，不是目的地，卻是我們必經的路程。你精心安排的時間表無論有多少數

據、理論或人生經驗支持，也不能持著一己之力強行直衝向應許之地。總得配合

同行者的步伐，隨時迎接突如其來的環境因素。更重要的是，約櫃在你我的前頭

帶領。這對你是管制，還是保護？令你安心，還是焦躁？安歇之地，你認為是真

實需要？還是浪費時間？病患的不適、社會的變化、家庭的轉變、公司的改動、

人事的困擾、心靈的困乏、疼痛等，我們覺得是阻礙，但對上帝來說，可能是祂

讓我們生命休養、重整的安歇之處，必經之地。是為著我們刻意尋找的呀！看懂

天父的心意嗎？若祂用心帶你來到此處，不妨告訴自己坐下來細看這刻的風景，

感受陽光仍存的温度、草木昆蟲的朝氣，同行者友善的笑容。這些都能助我們抵

禦夜深驅不散的寒流。還有，好好細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和內心那個一直被你噤

聲的小孩來一次真誠關懷的交談。他(或她)是你忠誠的朋友，願意在這漫長的曠

野路程保護你不致迷失，雖然你並不是常常喜歡他。 
 
應許之地呢？天父一刻都沒有忘記。總有一天，約櫃會帶你走進那裏，並不會因

為此刻的停下就變成海市蜃樓。 
 
停下來？法老的軍隊會再追上來呢！缺水缺糧的曠野怎能讓我們安心待著？時間

不留人，不趁我們仍然走得動，應許之地給別人攻佔了怎麼辦？ 
 
「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說：「耶和華啊，求你興起！願你的仇敵潰散！願恨

你的人從你面前逃跑！」約櫃停住的時候，他說：「以色列千萬人的耶和華啊，

求你回來！」【民十 35-36】 
 
不記得紅海的勝利嗎？來到今天，是因為你馬不停蹄、衝鋒陷陣？對擺在我們面

前的曠野路，你有多少了解？對我們自己和身邊的人，又有多少的認識？這樣的

認知足以讓我們的一家、一支派及整個民族平平安安地進入應許地嗎？ 
 
約櫃就在我們的前頭，有時停留，有時要走。因此你不能落後得太遠，停留太

久；更不能戀棧埃及，不斷回頭。不過也不能走得太前，跑得太快，真正的危險

就在前頭。不讓約櫃在你眼前，在你心中，誰給你擋著敵人向你和你家人放出的

毒箭，帶你們安然無恙走進應許之地呢？  

 

 

江慕慈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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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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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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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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執事會訂於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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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