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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26 篇 1-3 節 (舊約 780 頁) 眾立 

1 耶和華啊，求你為我伸冤，因我向來行事純正； 
我倚靠耶和華，必不動搖。 

2 耶和華啊，求你察看我，考驗我，熬煉我的肺腑心腸。 
3 因為你的慈愛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3. 讚美：先賢之信 (生命聖詩 221 首) 眾立 

1 先賢之信，萬世永存，火中不滅，刀下猶生！ 
 思念先賢行蹤聖蹟，心中不禁雀躍奮興。   ** 
2 先賢守信，為信犧牲，身體被囚，心卻自由。 
 後人若能仿效先賢，為信捨身何等美好。   ** (間奏) 
3 先賢守信，為愛犧牲﹔無論友敵，我願兼愛。 
 溫柔話語，善良生活，竭盡所能廣宣此信。 ** 
 
**先賢之信，聖潔堅貞！我願守信，至死不移。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我的託付 (青年新歌 57 首) 眾坐 

1 神，祢已將使命託交，命我委身不負祢所託， 
期盼忠心宣告福音，讓世界得知主賜拯救。 
祢本可差遣萬軍，差天軍天使傳大喜訊， 
全是祢愛，屈尊、賜恩，使眾可分享光采共榮。 ** 

2 神，祢已經吩咐清晰，願我眾心不負祢所託。 
如我不遵所託行事，內心必終究感到苦困； 
願眾敬畏降服主，就似保守得救的心靈。 
求讓眾心感應宏恩，親去願證所經歷恩惠。   ** (間奏) 

3 神要眾今相顧手足，尚欠眾生得贖的恩債； 
神賜美福，恩眷無盡，定要眾分享所領恩惠； 
定要叫世人、罪魁，可聽真福音至少一次。 
憑藉祢愛，買贖奴身，使眾獲幫助、盼望得慰。 ** 

 
** 願盡力忠於主所託，向世界宣講福音，緊緊催逼我心， 

驅使我腳前往，願我向主全力效忠，一生願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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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羅馬書 12 章 9-21 節 (新約 242 頁) 

9 愛，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0 愛弟兄，要相親相愛；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侍主。 

12 在盼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13 聖徒有缺乏，要供給；異鄉客，要殷勤款待。 

14 要祝福迫害你們的，要祝福，不可詛咒。 

15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氣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為聰明。 

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18 若是可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9 各位親愛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給主的憤怒留地步， 

 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20 不但如此，「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
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21 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馬太福音 16 章 21-28 節 (新約 28 頁) 

21 從那時起，耶穌才向門徒明說，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和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天復活。 

22 彼得就拉著他，責備他說： 

 「主啊，千萬不可如此！這事絕不可臨到你身上。」 

23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但，退到我後邊去！你是我的絆腳石， 

因為你不體會神的心意，而是體會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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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2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喪失生命； 
 凡為我喪失生命的，要得著生命。 
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27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與他的眾使者一起來臨， 
 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經歷死亡以前， 
 必定看見人子來到他的國裏。」 

7. 回應 (奉獻)：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命聖詩 348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20 章 19-21、24-29 節 (新約 175 頁) 眾坐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因怕猶太人， 

所在的地方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20 說了這話，他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一看見主就喜樂了。
21 於是耶穌又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4 那十二使徒中，有個叫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 

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 

25 其他的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對他們說： 

「除非我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我的指頭探入那釘痕，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絕不信。」 

26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在一起。 

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27 然後他對多馬說： 

「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伸過來， 

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 

28 多馬回答，對他說：「我的主！我的神！」 

29 耶穌對他說： 

「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嗎？那沒有看見卻信的有福了。」 

9. 信息：相信，再相信！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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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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受的國度 (世紀頌讚 406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大綱： 

引言：門都關了！ 

一、 入腦與入心 

二、 相信又懼怕 

三、 耶誕賜平安 

四、 多馬的疑惑 

挑戰：相信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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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　停 暫　停

朱美儀姑娘

劉翠琴姊妹

林溢敏姊妹

林　臻弟兄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劉麗梅姑娘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周　悠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待定 簡雪萍姊妹

莫雪貞執事 雷偉勝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暫　停

暫　停

陳永祐執事 簡雪萍姊妹

林殷宏執事徐俊榮執事

范國光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雅媛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四主日（綠）(9月6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十三主日（綠）(8月30日) 

上週奉獻總數: $106,700 本月累積奉獻: $384,310  (包括發展及購堂: $6,660)

本週獻花: 李振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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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212 主知名 1000 *0213 主知名 3000 *0214 主知名 1000 *0215 主知名 1000 *0216 主知名 200
*0217 主知名 2000 *0218 主知名 6000 *0219 主知名 10000 *0221 主知名 1000 P960 主知名 5000
Q295 主知名 4000 Q295 主知名 1000 Q300 主知名 4000 Q300 主知名 1000 T809 主知名 4000
U594 主知名 1600 U773 主知名 7500 U903 主知名 7500 U911 主知名 7500 V017 主知名 9600
V026 主知名 2170 W294 主知名 10000

感恩 : *0214 主知名 6000 *0215 主知名 1000 U903 主知名 2000 U911 主知名 2000 U916 主知名 500
發展 : *0216 主知名 200 U904 主知名 1000 V026 主知名 310

差傳 : V026 主知名 310
教育 : V026 主知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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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靈修—留家學習 

 

 這大半年來，因為疫症肆虐，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響，小孩已有大半年沒有好好回

校上課，家長可能都在擔心子女的學習問題，就算學校轉往互聯網教學，不過也因為

急就章，在不可能仔細計劃之下，效果強差人意。子女留家學習也增加家長的負擔，

除了照顧起居飲食外，還要承擔部份老師的職責，督促子女留心上課、完成作業、還

有計劃課外活動，有外國家長說笑，留家上課半天已把兩個學生趕出校，或登廣告聘

請留家學習代課老師。 

 

 其實留家學習是香港人的新事物，當然使大家措手不及，不過在世界其他地方，早

已有不少經驗，教育學家都樂意分享一些心得，雖然不一定切合本地文化，不過都有

一定的參考價值，以下是英國教育心理學家的建議： 

 

1. 在教導你的子女之前，先請他們教導你—任何的東西，那怕是雞毛蒜皮的事，你就

在他們面前做好榜樣，留心聽他們的教導，一方面讓他們認識到正確的學習態度，另

一方面教學經驗也可以幫助他們學習，所謂教學相長，這方法用在任何年齡都可以。 

 

2. 把外面世界帶到家中。雖然現在絕不是出門旅行的好時機，不過也不應阻礙子女認

識世界，這不也就是出外旅行的目的麼？世界各地著名的博物館、歷史名勝，都因疫

症而關閉了，不過不少都把資訊放在互聯網，免費給人瀏覽，還有不同的名勝、生態、

動物的實況鏡頭，大可達至安坐家中就可環遊世界，當然也可以培養良好的觀賞電視

習慣。 

 

3. 環保活動。相信小朋友都有在家做一點小手工，不過與其製造了一堆廢物，不如以

環保為主題，既可以創作來打發時間，也可教導環保意識，網上有無數的資源可以應

用，聯合國環保計劃就是其中之一：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

stories/story/five-fun-activities-teach-your-children-about-plastic-pollution 

 

4. 網上閱讀。圖書館或許關了，不過許多都把書本數碼化放在網上，給人免費閱讀，

香港的公共圖書館都有這樣的服務：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index.html，

維持閱讀習慣，是幫助長遠學習的好方法，可以加一點獎勵—以積分來換取一些孩子

喜愛的小禮物，在沒有壓力又有獎勵之下，可增加成功的機會，當然最好還是家長也

一起參與閱讀，小孩子永遠都喜愛父母講故事。 

 

總言之，無論任何環境要記著：「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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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總幹事范國光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耶利米哀歌 1-5 章、以西結
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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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度第一季中學主日學安排，上課形式暫定以網上進

行(zoom meeting)，有興趣參加的學生請提交電子報名表： 

課程名稱 課程目的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報名表連結、QR Code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  

睇真 D】 

讓學生透過觀

察經文及發

問，實踐信

仰。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

陳樂獻弟兄 

9 月 13 日至 

12 月 13 日 

早上 11:45 至

12:30 

https://bit.ly /34kleRQ 

 

 

 

 

高中主日學

【門徒生命

重整之旅 

(下)】 

和學生探討不

同的生活課

題，實踐真實

的門徒生活。 

劉皓然弟兄、 

林恩庭姊妹 
9 月中旬開課。
導師稍後會與學
員聯絡，再確定
上課日期及時

間。 

https://bit.ly/2FUHjMW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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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傳道人陳麗樟姑娘於 9 月 1 日至 4 日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