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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後第十九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25 章 1、9 下節 (舊約 1033 頁) 眾立 

1 耶和華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稱頌你的名。 
 因為你以信實忠信行遠古所定奇妙的事。 
9 下 這是耶和華，我們向來等候他， 
 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3. 讚美：求大君王來臨 (生命聖詩 3 首) 眾立 

1 求大君王來臨，容我讚美祢名，高聲稱頌。 
 惟祢尊榮至聖，惟祢完全得勝，懇求萬古之神，治理統領。 
2 懇求化身之道，佩着真理寶劍，垂聽禱告。 
 施恩與眾百姓，使主聖道昌盛，聖潔公義的靈，使我成聖。 
3 求保惠師聖靈，此刻臨近見證，顯出神聖。 
 祢是全能主宰，今住眾人心內，統治永不離開，聖靈同在。 

(間奏) 
4 三一真神至上，當受萬民頌揚，世世無疆。 
 願榮耀中得見真神尊貴威嚴； 
 敬愛，尊崇，奉獻，永恆不變。阿們。 

4. 祈禱 眾立 

5. 歌頌：奉獻所有 (生命聖詩 461 首) 眾坐 

1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甘心樂意全奉獻； 
我要時常愛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 ** 

2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謙卑俯伏主面前， 
世俗逸樂甘願撇棄，求主悅納我心願。 ** 

3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求使我完全屬主， 
惟願聖靈向我證明，主與我完全相屬。 **  (間奏) 

4 我將所有獻與耶穌，我今完全獻與祢， 
求主賜我愛心，能力，更賜我天上福祉。** 

 
** 全所有奉獻，全所有奉獻， 

獻與愛我尊貴救主，全所有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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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25 章 6-9 節 (舊約 1033 頁) 

6 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擺設宴席， 

有肥甘與美酒，就是滿有骨髓的肥甘與精釀的美酒。 

7 在這山上， 

他必吞滅那纏裹萬民的面紗和那遮蓋列國的遮蔽物。 

8 他已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乾各人臉上的眼淚， 

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這是耶和華說的。 

9 到那日，人必說： 

「看哪，這是我們的神，我們向來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我們向來等候他， 

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樂。」 
 

腓立比書 4 章 4-13 節 (新約 305 頁)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5 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8 末了，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義的、 

凡是清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 

若有甚麼稱讚，你們都要留意。 

9 你們從我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事， 

你們都要繼續去做，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10 我靠主大大喜樂，因為你們關懷我的心如今又表現了出來； 

其實你們一直都關懷我，只是沒有機會罷了。 

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而說這話， 

因為我已經學會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 

或有餘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景況，我都得了祕訣。 

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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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詩班獻詩：渴慕耶和華殿宇 (普天頌讚詩 84 首) 眾坐 

1 上主居所何等可愛，萬軍之神，我主！我心渴想， 
我靈盼望居耶和華殿宇；我心羨慕， 
我身祈求，向永生神高呼！ 

2 在神聖祭壇主恩眷，麻雀覓安居處， 
居主庭院何等喜樂，讚頌之音不住， 
何等歡喜，何等福氣，朝見永生上主！ 

3 經過大漠，越過荒野，大地到處泉源，行走攀登， 
力上加力，得進錫安聖殿，頌讚榮光環繞寶座， 
仰主萬君至尊。 

4 居住上主庭院一日，勝別處千百天，謹守律法， 
常常喜樂，行為正直不偏，遵主教誨， 
依禱而行，主必賜福施恩。 

8. 回應 (奉獻)：一主一神恩賜多 (普天頌讚 502 首) 眾坐 

9. 信息經文：詩篇 84 篇 1-12 節 (舊約 846 頁) 眾坐 

1 萬軍之耶和華啊，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2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內心， 
 我的肉體向永生神歡呼。 
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壇那裏， 
 麻雀為自己找到了家，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他們不斷地讚美你。 
5 靠你有力量、心中嚮往錫安大道的，這人有福了！ 
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 
 且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7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 
8 萬軍之耶和華神啊，求你聽我的禱告！ 
 雅各的神啊，求你側耳而聽！ 
9 神啊，我們的盾牌，求你觀看， 
 求你垂顧你受膏者的面！ 
10 在你的院宇一日，勝似千日； 
 寧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 
11 因為耶和華神是太陽，是盾牌，耶和華要賜下恩惠和榮耀。 
 他未嘗留下福氣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12 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你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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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信息：渴想聖殿敬拜的真義 眾坐 

11. 回應：如鹿切慕溪水 (美樂頌 81 首) 眾立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祢。 

祢是我的力量盾牌，我靈單單降服於祢。 

惟有祢是我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祢。 × 2 

12. 家事 眾坐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4. 殿樂：感謝神 (生命聖詩 466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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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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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志堯弟兄 溫燕玲姊妹 余穎欣姊妹 古海劍弟兄 葉德誠弟兄 麥淑容姊妹 沙韋琪姊妹 林志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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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美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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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敬因姊妹

待定

潘裕圖弟兄

張慧清姊妹 李淑蓮姊妹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張淑敏姊妹 簡雪萍姊妹

李燕怡執事 呂君達執事

陳國榮弟兄 簡雪萍姊妹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當值執事 簡雪萍姊妹

朱美儀姑娘

郭小姬姊妹

潘裕文姊妹

周寶頤姊妹

柯思敏姊妹 謝月芬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綠）(10月18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綠）(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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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這是安慰的說話嗎？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14) 
 

我們曾否收過不同類型印有聖經經文的物品？這些經文的意思，或許送出者

也未必掌握到，原因可能是我們對聖經不同的書券，不能盡都認識；也可能

因為被經文字面的字句，影響到自己對原來的意思產生誤解。就正如腓立比

書 3 章 13-14 節，這是一句鼓勵別人的經文嗎？是否祝願對方把憂傷、困苦

忘記，靠著主努力走前面的人生路？ 
 

腓立比書討論到如何在世上的日子活出喜樂，在 3 章 1 節已寫到「我的弟兄

們，你們要靠主喜樂。」而 3 章 4 至 16 節，是保羅向我們展列出他的見

證、榜樣，當中提及他自己的身份，在字裡行間，要讀者看到他過往在人前

的輝煌成就，在血統上、身份上、及社會的成就上，他都是出類拔萃，沒有

甚麼值得遺憾。在保羅光輝的過往中，他卻表達出世界上少有的榜樣，就是

「忘記背後」，忘記世人對他的肯定、忘記世界上自己已達到的成就。可以

說「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是自勉的說話，提醒自己不能被過往的成

功所纏累；若以這說話贈予別人，可算是督責的訓話，希望對方好自為之，

好好處理將來的事，過往的不值一提。 
 

能向自己說出這經文的人，除非他沒有自知之明，不然他就是人中之龍、

鳳，卻又被主的說話深深打動，在主耶穌前懊悔，因為他明白到要作好主的

工作，必不能靠人的聰明、材幹，也不靠甚麼處世之道，而是在神的教道

下，「竭力追求」，希望自己學會如何降服於主，「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

要我得著的」。當然，就連將要得著的是甚麼，保羅自己也不大清楚；清楚

的祗是努力朝著方向，就是經文 14 節所指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甚麼是神的「獎賞」更是另一個奧秘，雖然聖經多次提及天上的獎賞，但自

己又好奇地想到，若這獎賞的實現於將來永恆的生活、新天新地的日子，在

這處境中，有甚麼的獎賞在這境界中值得留戀？ 

 

陳志輝先生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陳志輝先生 

傳道：  麥志成牧師、尚佩冰牧師（部份時間）、朱美儀姑娘、陳麗樟姑娘、 

劉麗梅姑娘（部份時間）、江慕慈姑娘 

行政主任：楊婉芳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幹事：陳可媚姊妹   加入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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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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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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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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會友大會暨 2021 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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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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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用二

維碼填寫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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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cmacuhk.evange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