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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51 章 1、4、6 節下 (舊約 1084 頁) 眾立 

1 追求公義、尋求耶和華的人哪，當聽從我！ 

 你們要追想自己是從哪塊磐石鑿出，從哪個巖穴挖掘而來； 

4 我的民哪，要留心聽我，我的國啊，要向我側耳； 

 因為訓誨必從我而出，我必使我的公理成為萬民之光。 

6 惟有我的救恩永遠長存，我的公義也不廢掉。 

3. 讚美：讚頌我王 (生命聖詩 34 首) 眾立 

1 願我有千千萬萬舌頭，千萬聲音向主歌頌； 

我心在主裏歡喜雀躍，歌唱不息宣揚主恩， 

雖我不配，主恩沛臨，祂竟為我成就大事。 

2 但願主所賜一切力量，從今不再靜寂隱藏； 

奮起，快為主發揮功效，我靈，我心快快興起， 

敬拜上主是我本分，歡呼頌讚造我恩主。 

3 森林中綠葉嬌嫩青翠，夏日風中輕輕起舞； 

原野上青草纖巧晶瑩，花朵燦爛芬芳明媚， 

它們表彰天父榮美，與我同宣告主榮耀。   (間奏) 

4 創造主，聽我謙卑懇求，側耳聆聽地上歌頌直到永恆； 

 我與眾天使敬拜恭奉直到萬代； 

願效天軍頌唱新歌，永恆樂音讚頌我王。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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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靠近父神的心 (生命聖詩 326 首) 眾坐 

1 有一寧靜安息之處，靠近父神的心， 

 罪惡不能侵擾之處，靠近父神的心。 ** 

2 有一安慰溫暖之處，靠近父神的心， 

 我們與主相會之處，靠近父神的心。 ** 

3 有一完全自由之處，靠近父神的心， 

充滿喜樂平安之處，靠近父神的心。 ** 
 
** 慈愛的救主耶穌，降世自父懷中， 

求主使我蒙保守，靠近父神的心。 

6.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38 篇 (舊約 906 頁) 

1 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2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愛和信實頌揚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言語顯為大，超乎一切。 

3 我呼求的日子，你應允我，使我壯膽，心裏有能力。 

4 耶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 

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語。 

5 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因耶和華大有榮耀。 

6 耶和華雖崇高，卻看顧卑微的人； 

驕傲的人，他從遠處即能認出。 

7 我雖困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 

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們， 

你的右手也必拯救我。 

8 耶和華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 

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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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 章 1-8 節 (新約 242 頁) 

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每一位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衡量，看得合乎中道。 

4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有一樣的用處。
5 這樣，我們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互相聯絡作肢體。 

6 按著所得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 

或說預言，要按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7 或服事的，要專一服事；或教導的，要專一教導； 

8 或勸勉的，要專一勸勉；施捨的，要誠實； 

治理的，要殷勤；憐憫人的，要樂意。 

7. 回應 (奉獻)：惟靠神保守 (生命聖詩 321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馬太福音 6 章 25-34 節 (新約 11 頁) 眾坐 

25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 

或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甚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26 你們看一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 

也不在倉裏存糧，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27 你們哪一個能藉著憂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28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 

你們想一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是怎麼長起來的： 

它也不勞動也不紡線。 

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些花的一朵呢！ 

 

 

 



 

 

4 

 

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31 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需要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都知道。 

33 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9. 信息：生活難？求！ 眾坐 

10. 回應：奇異恩典 (青年新歌 1 首) 眾立 

1 神賜恩典，甘美難言，除我一生罪愆！ 

昨天失喪，神願挽回，慈愛真光今見。 

2 宏闊恩典，使我生畏，除我驚慌惶恐； 

認信之時，蒙受恩惠，無價恩典寶貴。 

3 曾有許多圈套險徑，曾有許多困苦； 

此恩牽引，沿路安寧，還領歸家路程。 

4 如我安居天國萬年，榮美真光常顯; 

頌讚稱揚，仍未改變，還似恩典初見。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散會聖歌 (生命聖詩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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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李敬因姊妹

鄭奕希小朋友 劉翠琴姊妹

暫　停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范國光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雅媛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陳永祐執事 簡雪萍姊妹

徐俊榮執事 林殷宏執事

暫　停

暫　停

徐俊榮執事 簡雪萍姊妹

李婉貞執事余文耀執事

蘇潔華牧師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鄺淑芬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綠）(8月30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二主日（綠）(8月23日) 

上週奉獻總數: $54,830 本月累積奉獻: $277,610  (包括發展及購堂: $5,150)

本週獻花: 劉柏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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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05 主知名 2000 *0206 主知名 2500 *0207 主知名 200 *0208 主知名 500 *0210 主知名 4500
*0211 主知名 2000 Q143 主知名 8000 S917 主知名 3000 U496 主知名 11730 U646 主知名 2000
U779 主知名 3000 U914 主知名 1000 V021 主知名 3200

慈惠 : *0208 主知名 500 Q143 主知名 2000
感恩 : *0208 主知名 500 *0209 主知名 3000 S917 主知名 500
發展 : *0207 主知名 200 U890 主知名 1000
差傳 : *0208 主知名 300 S917 主知名 500

鮮花 : *0208 主知名 2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全年累積 2020年7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3,874,337       384,647         307,197    11,050      8,850          8,450        49,100          

現金支出 3,411,757       471,377         412,254    1,000        -                 5,000        53,123          

現金流入/(流出) 462,580          (86,730)         (105,057)   10,050      8,850          3,450        (4,023)           

固定資產 13,707,656     13,707,656    342,274    -                -                 -                13,365,381   

銀行及現金結餘 3,487,778       3,487,778      1,080,055 627,332    1,037,362   126,455    616,574        

其他資產 39,573            39,573           25,173      -                -                 14,400      -                    

按揭貸款 (1,836,402)     (1,836,402)    -                -                -                 -                (1,836,402)    

其他負債 (869,290)        (869,290)       (865,240)   (900)          (1,150)        (250)          (1,750)           
淨資產 14,529,314     14,529,314    582,262    626,432    1,036,212   140,605    12,143,803   

***********************************************************  財務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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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限聚令之下的牧養 

 
 從各方面的跡象來看，我們將還有一段時間要受疫症影響，換言之大家仍要

生活在步步為營之下，佩戴口罩已經變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群體聚集不但危機四

伏，而且已明令禁止，事實上最新的限聚令禁止兩個人以上的聚集，當然我們知

道這都是防患未然的措施，怎麼帶來不便也得接受，惟有想盡辦法適應好了，當

然說易行難，因為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家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作為牧養工作的也不能置身事外，一樣的受限聚令影響—很難在不踫面之下

去關顧會眾，所以也得要改變一下牧養方式：應該是重新起步，因為舊有的方式

都不適用了，首先不能不依靠科技的功能，透過網絡、社交媒體來繼續接觸會眾，

這對大多數弟兄姊妹來說可能駕輕就熟，不過對於同工來說就有點不知所措，以

往曾教導不要沉迷「網海」，現在大部份事工都要使用互聯網來進行，主日崇拜

可是最大的考驗，怎麼可以對著空無一人的禮堂，既傳神又不會變成廣播節目形

式的證道？ 

 
 上主日學、團契和小組皆要利用流行的網上會議程式進行，以同樣方法授課

的老師都告訴我們，這種方法互動氣氛有限，的確主日學、團契有不少「冷場」，

大家都有點不習慣。至於長者牧養，還得要沿用老方法—電話來關顧那些未能適

應新科技的長者。這一切的改變當然有不足之處，我們也只能盡力去聯繫，既然

只限兩個人聚集，就邀約個別弟兄姊妹，傾談、吃午飯甚至兩個、兩個去「行山」，

筆者還忽發奇想，可否拍攝短片，在網絡上分享靈修心得，最近午飯時間，通常

都是買外賣回來，特意繞屋苑走一圈，有時可踫上住在附近的弟兄姊妹，喧寒問

暖一番，就算只是互相交換一聲早安，已可解記掛之情。 

 
 在這段時間的牧養惟一不變的就是祈禱，天父不用依靠任何科技，就在我們

身旁聽我們憂慼的禱告，他就搭著我們的肩頭給我們力量—好好的去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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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尊主堂蘇潔華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耶利米書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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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25/10、1/11、8/11、15/11、22/11、
29/11 進行，共六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2:00。凡
有意於今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登入以下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或二維碼填寫表格。 

5) 因受疫情影響，初中主日學將以網上進行（Zoom 
Meeting），日期由 9 月 13 日至 12 月 13 日，時間為早
上 11:45 至 12:30，課程名稱：「舊約人物睇真Ｄ」。讓
學生透過觀察經文及發問，實踐信仰。導師包括陳麗樟
姑娘、吳可淇弟兄、陳樂獻弟兄，歡迎所有升讀中一至
中 三 的 學 生 參 與 ， 請 填 寫 以 下 Google form 報 名 。
https://bit.ly/34kleRQ  

6) 陳志輝傳道於今天早上到宣道會油麗堂證道。 

7) 會友張范煥蓮姊妹於 8 月 19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定於 9 月 4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 3 樓明愛堂，求主安慰其家人。 

8) 傳道人朱美儀姑娘於 8 月 25 日至 27 日放假。 

 

 

https://bit.ly/2YiYLB1
https://bit.ly/34kleR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