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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 (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詩篇 25 篇 8-10 節 (舊約 779 頁) 眾立 

8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導罪人走正路。 

9 他要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他的道指教他們。 

10 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愛信實待他。 

3. 讚美：聖哉三一 (生命聖詩 5 首) 眾立 

1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清晨我眾歌頌，歡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 

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晶海； 

千萬天使天軍，俯伏叩拜主前， 

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主莊嚴威榮； 

罪人昏昧難見，因黑暗罪深重； 

惟獨上主至聖，惟獨上主至尊， 

全能又全愛，至聖潔真神。   (間奏) 

4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地上天空海洋，萬物同頌主名；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 

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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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榮耀歸於真神 (生命聖詩 8 首) 眾坐 

1 榮耀歸於真神，祂成就大事，為愛世人甚至賜下獨生子， 

 獻上祂生命為人贖罪受害，永生門已大開人人可進來。  ** 

2 救主流寶血，何等全備救恩；真神應許賜給凡信祂的人； 

 罪人中之罪魁若真心相信，一信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  ** 

(間奏) 

3 父神啟示真理，祂成就大事，藉聖子耶穌我們歡欣無比， 

 將來見主面我們必更驚訝，何等奇妙改變，更純潔無瑕。 ** 
 

** 讚美主，讚美主，全地聆聽主聲； 

讚美主，讚美主，萬民快樂歡欣；請來藉聖子耶穌來到父前， 

 榮耀歸主，祂已成就大事工。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西結書 18 章 25-32 節 (舊約 1258 頁) 

25 「你們卻說：『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們要聽， 

我的道不公平嗎？你們的道不是不公平嗎？ 

26 義人若轉離義行而作惡，他就因這些惡而死亡。 

他要死在他所作的惡中。 

27 惡人若回轉離開所行的惡，行公平公義的事， 

他必救自己的命； 

28 因為他省察，回轉離開所犯的一切罪過， 

他必要存活，不致死亡。 

29 以色列家還說：『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 

我的道不公平嗎？你們的道不是不公平嗎？ 

30 「所以，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們各人所做的審判你們。 

當回轉，回轉離開你們一切的罪過， 

免得罪孽成為你們的絆腳石。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31 你們要把所犯的一切罪過盡行拋棄， 

為自己造一個新的心和新的靈。 

以色列家啊，你們為甚麼要死呢？ 

32 我不喜歡有任何人死亡，所以你們當回轉， 

要存活！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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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2 章 12-18 節 (新約 303 頁) 

12 我親愛的，這樣看來，你們向來是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 
就是我現在不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更是順服的， 
就當恐懼戰兢完成你們自己得救的事； 

13 因為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14 你們無論做甚麼事，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好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16 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白跑，也沒有徒勞。 

17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獻在其上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7. 奉獻：上主國度此時此地 (普天頌讚 438 首) 眾坐 

8. 信息經文：詩篇 102 篇 1-5、11-17、26-28 節 (舊約 863 頁) 眾坐 

1 耶和華啊，求你聽我的禱告，願我的呼求達到你面前！ 
2 我急難的日子，求你不要轉臉不顧我！ 
 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向我側耳，快快應允我！ 
3 因為我的年日在煙中消失，我的骨頭如火把燒著。 
4 我的心如草被踩碎而枯乾，甚至我忘記吃飯。 
5 因我嘆息的聲音，我的肉緊貼骨頭。 
11 我的年日如夕陽，我也如草枯乾。 
12 惟你－耶和華必永遠坐在寶座上，你的名存到萬代。 
13 你必起來憐憫錫安；因現在是可憐它的時候， 
 因所定的日期已經到了。 
14 你的僕人們喜愛錫安的石頭，憐憫它的塵土。 
15 列國要敬畏耶和華的名，地上眾王都要敬畏你的榮耀。 
16 因為耶和華建造了錫安，在他的榮耀裏顯現。 
17 他垂聽窮乏人的禱告，不藐視他們的祈求。 
26 天地都會消滅，你卻長存；天地都會像外衣漸漸舊了。 
 你要將天地如內衣更換，天地就都改變了。 
27 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數沒有窮盡。 
28 你僕人的子孫要安然居住，他們的後裔要堅立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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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惟有祢永不改變 眾坐 

10. 回應：耶穌不改變 (生命聖詩 279 首) 眾立 

1 何等榮耀美好消息，信者蒙恩典：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不改變。 

 祂仍樂意拯救罪人，醫治眾疾病， 

 安慰傷心，平息風浪，榮耀歸主名。  ** 

點想：2 救主耶穌罪人良友尋找失喪者， 

 罪人請來俯伏主前，認罪必得赦。 

 昔主恩典今仍彰顯，主言赦罪戾， 

“ 我也不定你的過犯，不要再犯罪。＂ ** 

3 主在昔日曾顯大能，醫治人病苦， 

 今日依然主言一出，憂病都消除。 

 當日婦人一摸主衣，即時得痊愈， 

 今日因信主仍醫治，主恩典豐富。  ** 

4 昔日主往以馬忤斯，同走有門徒， 

 今主與我同走一路，不離我半步。 

 不久我要再見主面，願此日快現， 

 與昔日升天時一樣，主仍不改變。  ** 
 

**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耶穌不改變， 

 天地縱變，耶穌依然，耶穌不改變。 

 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 

 天地縱變，耶穌不變，榮耀歸主名。 

11. 家事 眾坐 

12.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3. 殿樂：願主賜福 (普天頌讚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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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雪萍姊妹張淑敏姊妹

陳麗樟姑娘

甄樂陶弟兄

黃翰濤弟兄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綠）(10月4日) 聖餐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綠）(9月27日)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陳志輝先生

呂潔玲姊妹

鄺淑芬姊妹

待　定

莫雪貞執事 林殷宏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暫　停

雷偉勝執事 簡雪萍姊妹

李婉貞執事陳永祐執事

劉翠琴姊妹

林　臻弟兄

朱美儀姑娘

陳雋明弟兄

暫　停 暫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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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我最喜歡叮噹的三個法寶：時光機、任意門、如果電話亭。它們可以讓人在不同的時
間、地域，理想和現實之間隨意穿梭。這些法寶對被困在時間、地域和現實之中的我
們，提供一點點的療癒。人類的苦惱在於上帝賜我們一個遠超過此時此刻，此情此境
的思想和心靈，但無奈地這樣的心思有時總不能與眼前的一切調和。忍不住衝進未
來，或滯留在過去，但偏偏下意識對現在保持安全距離：為未來擔心，對過去遺憾，
覺日常壓倦，理想遙遠，對現實失望……作為上帝所創造的人類，我們會問意義，對
真善美有標準。面對落差，心會有感覺。若有一日你再沒有任何感受，也許是你給自
己一些善意的麻醉劑，讓自己好受一點。日子總得要過…… 
 
現在囚禁著你的是甚麼呢？一段糾結難解的關係？(上下兩代、同事朋友、與伴侶、與
自己……)一種頑強的惡疾？一個難耐的困境？身心分離的痛苦？起伏不定的情緒？ 

難控的欲望？暗黑的心魔？ 
 
連法老也不能長期囚禁以色列人，耶和華帶著他們破浪而行，背著他們逆風傲翔。若
你現在於法老手下被奴役，上帝聽得見你困苦的哀求，呼吸的微弱。天父承諾過不會
這樣撇下你。祂必加你恩典和能力，雖然你仍要咬緊牙關去過每一天。當你停下來喘
氣時，望望窗外的藍天。有一日，天父會帶你走出去，呼吸新鮮的空氣。但那時，你
真的捨得離開嗎？怕的是我們習慣了埃及的穩定，接受這樣就是你的宿命。希望那一
刻你記得上帝的大能和背後的心意，還有與你的約定。前程不是由法老主宰，是由愛
你的上帝主宰的。 

 

  

 

 

 

 

 

~ 攝於 21-9-2020，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的星期一 ~  

 

 

在未來的一方，你所愛的人等著你呀！你說不肯定吧：兒女有自己的人生，父母或配
偶就更不確定能不能或者想不想在自己身邊了……那也不緊要，總有兩位會一直陪著
你、等待你。「未來的你」會在前面鼓勵你：「困苦、艱難會過去的，為著我，不要放
棄，天父和我會一直為你打氣。」你聽到嘛？不要辜負他們呀，他們實在很珍惜你。
面對站在未來的你，還有愛你的天父，你有甚麼想對他們說？ 
 
♫天天歌唱未怕迎狂風，有祢結伴每刻恩典夠用，邁步浪裡衝，何妨澎湃洶湧，祢護
送。 

神呀！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讚嘆再造厚恩不可替代，萬事盡放開，前程由祢主
宰，祢是愛。♬ 
 
謝謝 Almond 姊妹在蘆葦組聚會中分享這首詩歌【天天歌唱】，這兩星期歌詞常在我腦
海中出現。 

就算萬事暫時未能放開，但總要相信上帝以愛導航。 

  

 

江慕慈姑娘 
 

 

鷹怎樣攪動巢窩，在雛鷹上面飛翔， 

展開雙翅接住雛鷹，背在兩翼之上， 

耶和華也照樣獨自引導他，並無外邦神明

與他同在。  《申三十二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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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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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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0 月麥牧師已屆宣道會退休年齡，從 10 月 1 日起卸任藍
田堂堂主任一職。麥牧師已接納執事會邀請繼續全職於藍田堂
事奉，為期一年，由 2020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17
日止。同時，執事會議決並獲區聯會同意委任陳志輝傳道由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為藍田堂堂主任。 

4)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 日為公眾假期，本堂暫停開放。 

5) 會友大會暨 2021-23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18 日早上 11:35
舉行，因應疫情及須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次會友大會或未
能容納所有會眾出席，因此，本堂已準備會友大會委任代表的
文書連同議程郵遞給持有投票權的會友，請按信件指引以 1 或
2 方式回覆，截止日期為 10 月 16 日上午 11: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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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