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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103 篇 1-2、22 節 (舊約 865 頁) 眾立 

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 

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22 你們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處，都要稱頌耶和華！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3. 讚美：耶穌奇妙的主 (生命聖詩 115 首) 眾立 

1 祂降生馬槽中，卑微貧困；加利利海岸上謙柔待人； 

 受凌辱，被咒駡，悲壯捨身；耶穌奇妙的主。 

2 祂疲倦，卻賜給世人安息；祂飢渴，卻使千萬人飽足； 

 祂受試，卻賜予得勝應許；耶穌奇妙的主。 

3 孤苦者良友，竟被賣，被棄；弱者良助，哀哭客西馬尼； 

 世界之光，竟在黑暗中死；耶穌奇妙的主。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喜傳福音 (生命聖詩 263 首) 眾坐 

1 我愛傳揚主福音，傳揚天上事情， 

傳揚耶穌的慈愛，傳揚耶穌光榮。 

我愛傳揚主福音，因這福音是真， 

它能滿足我渴望，遠超世間金銀。 ** 

2 我愛傳揚主福音，因它奇妙非常， 

勝過一切黃金夢，勝過千般奇想。 

我愛傳揚主福音，主寶血為我流， 

因此我今傳給你，願你也得拯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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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愛傳揚主福音，越傳越覺歡心， 

每次從頭說一遍，倍覺甘甜清新。 

我愛傳揚主福音，因有多人未聞， 

聖經中寶貴應許：慈愛赦罪救恩。 **  (間奏) 

4 我愛傳揚主福音，已信福音的人， 

仍願與他人同聽，滿足飢渴的心。 

將來在榮美天家，唱新歌至萬代， 

仍是那古舊福音，是我當初所愛。 ** 
 

** 我愛傳揚主福音，歷久常新的福音， 

傳揚耶穌的慈愛，傳揚主救罪人。 

6. 誦讀經文 眾坐 

創世記 50 章 15-21 節 (舊約 75 頁) 

15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死了，就說： 

「也許約瑟仍然懷恨我們，會照我們從前待他一切的惡， 

重重報復我們。」 

16 他們就傳口信給約瑟說： 

「你父親未死之前曾吩咐說： 

17 『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 

你要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 

現在求你饒恕你父親的神之僕人們的過犯。」 

他們對約瑟說了這話，約瑟就哭了。 

18 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看哪，我們是你的奴隸。」
19 約瑟對他們說： 

「不要怕，我豈能代替神呢？ 

20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使許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 

21 現在你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孩子。」 

於是約瑟安慰他們，講了使他們安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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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4 章 1-12 節 (新約 243 頁) 

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不同的意見，不要爭論。 

2 有人信甚麼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 

3 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評斷吃的人， 

 因為神已經接納他了。 

4 你是誰，竟評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會站立，因為主能使他站穩。 

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 

 只是各人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堅定。 

6 守日子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神； 

 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他也感謝神。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死。 

8 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我們若死，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死或活總是主的人。 

9 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 

10 可是你，你為甚麼評斷弟兄呢？你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 

 因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審判臺前。 

11 經上寫著： 

 「主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 

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稱頌神。」 

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代。 

7. 回應 (奉獻)：天國福音 (普天頌讚 516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申命記 1 章 1-8 節 (舊約 237 頁) 眾坐 

1 以下是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曠野，疏弗對面的亞拉巴， 

就是在巴蘭、陀弗、拉班、哈洗錄、底撒哈之間， 

向以色列眾人所說的話。 

2 從何烈山經過西珥山到加低斯‧巴尼亞要十一天的路程。 

3 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 

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他一切有關以色列人的話，都告訴他們。 

4 那時，他已經擊敗了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宏和住亞斯她錄、
以得來的巴珊王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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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摩押地講解這律法，說： 

6 「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吩咐我們說： 

你們住在這山上已經夠久了。 

7 要起行，轉到亞摩利人的山區和附近的地區， 

就是亞拉巴、山區、謝非拉、尼革夫、沿海一帶， 

迦南人的地和黎巴嫩，直到大河，就是幼發拉底河。 

8 看，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 

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起誓要賜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 

9. 信息：給站在邊界上的你 眾坐 

10. 回應：主常引導 (生命聖詩 318 首) 眾立 

1 你這行走天路客旅，艱苦困乏又疲勞； 

主已賜你寶貴應許：“我的眼睛常引導。”  ** 

2 當你遇見試探危險，倚靠無人，險跌倒； 

當想主言必定應驗：“我的眼睛常引導。”  ** 

3 當你多年所望所盼，轉眼消散如朝露； 

總要記得主的恩言：“我的眼睛常引導。”  ** 

 

** 我必領你，我必領你，我的眼睛常引導， 

一直走到迦南樂地，我的眼睛常引導。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奉行真道 (生命聖詩 52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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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美葆姊妹

徐保仙姊妹

周敏儀姊妹

暫　停

兒成合一崇拜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麥志成牧師

陳卓恩姊妹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鄧顯昌弟兄

暫　停

暫　停

徐俊榮執事 簡雪萍姊妹

呂潔儀執事

江慕慈姑娘

楊穎君姊妹

暫　停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六主日（綠）(9月20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綠）(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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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不一樣的開學禮 

 各位藍田堂小朋友，主內平安!剛過去一星期已經在網上視像開學了。在這個

不一樣的開學禮中再見同班同學和認識新學年老師習慣嗎?或許大家以這種網上

形式學習需要持續多一段時間，相信各位小朋友會感受到跟身邊的同學和老師是

這麼遠那麼近。也許大家開學之後已回復忙著上課、交功課及參加興趣班學習的

生活，與及要留在家中看著電腦上課的日子，可能在不知不覺令自己的心情出現

忐忑不安、煩躁、擔心、焦慮、沉悶及不開心等負面情緒。就在 7 月中有機會跟

兒童團契團友開視像會議時，紛紛聽到各團友最渴望是回校上課和很想重回正常

生活 ; 可以跟父母一起四處出外遊玩、放假可以去旅行和在學校跟同學一起玩。 

 雖然這段日子仍在等待著回校上課，可是各位小朋友仍可以為自己選擇以積

極態度去面對在家隔離上課的沉悶日子，那就是找一些令自己覺得開心的事情去

做，例如做手工、玩玩具、看卡通片和吃東西，都可以令自己心情輕鬆一下。若

然大家看了一些有人染病的負面新聞而感到不安和害怕，那就暫時不主動去看

吧 ! 可讓自己的心情稍作緩和休息一下。假如有些小朋友在幾個月以來對抗這場

疫症開始發覺自己內心浮現害怕和恐懼感受，甚至晚上睡覺怕黑和經常發惡夢，

大家嘗試學習盈盈的祈禱生活呀! 

 「盈盈今年十一歲，每主日跟父母回教會崇拜。但是每當她晚上一人在睡房

睡覺時，腦海裏總是發惡夢及在夢中會浮現許多好恐怖情景; 有時會見到屋內有

很多鯊魚游來游去、或有時見到獅子跑入屋，每當見到這些古怪東西都會從夢中

驚醒難以入睡。於是盈盈媽媽教她每晚睡覺之前讀一段聖經和祈禱，後來有一次

盈盈感到害怕時打開了聖經讀 (耶利米書 14:13 下)『耶和華要在這地方賞賜你們

真正的平安。』隨後盈盈心裡就感到很平安，令她可以安心回到自己睡房中睡到

天亮。」(節錄自童心靈語 P.97-98) 

 因此愛我們的天父是最明白我們親身處境，當我們將內心的憂慮和害怕的事

卸給天父，天父會顧念我們的 ! 祈求天父看顧每位小朋友在新學年能經歷愉快的

學習和順利回校上課，學習過一個在基督裡常常禱告的生活。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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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以西結書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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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主日學─舊約人物睇真 D」今天以 ZOOM 開課，時間
為上午 11：45-12：30，請已收連結之同學留意。 

4) 9 月份開課的青成主日學課程安排，上課形式暫定以網上進行
(zoom meeting)，若崇拜聚會安排有變，各課程的上課時間可能
會有改動。有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提交電子報名表。 

課程名稱 課程目的 導師 上課日期、時間 報名表連結、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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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 
【王朝輝煌
的背後】 

藉《列王紀上 1-11
章》，與學員探討以
色列國初期的盛世及
背後的黑暗和隱憂，
並上帝在當中的參與
和不參與，從而反思
我們人生的視野和價
值取向。 

江慕慈姑娘 9 月 20 日 
至 11 月 29 日  
(逢星期日) 
(共 11 堂) 
早上 11：45 
至 12:30 

https://bit.ly/3hPDl6q  

 

5) 執事會訂於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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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於 10 月 18 日（日）下午 3:00 舉行網上佈
道會，講員：沈祖堯教授、見證：司徒永富博士。題目：「逆
轉人生」，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亦可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
與。會眾按時登入 https://www.facebook.com/cmacuhk.evangelis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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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會友林美荃姊妹丁母憂(林劉順華夫人) 9 月 20 日下午 5 時
後鑽石山殯儀館 4 樓 5 號禮堂設靈，21 日出殯(無宗教儀
式)，求主安慰其家人。 

https://bit.ly/3hPDl6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