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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六章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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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六日聖餐崇拜程序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宣召：以賽亞書 6 章 3 節下 (舊約 1005 頁) 眾立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遍滿全地!」 

3. 讚美：虔誠敬拜 (生命聖詩 109 首) 眾立 

1 凡有血氣，皆當靜默，敬畏謙恭同肅立， 

 莫想絲毫世俗事物，因主基督正臨格， 

 親手施天福賜神恩，接受我們恭敬拜。 

2 萬王之王童女所生，血肉驅體現人間， 

 萬主之主竟成人形，救主臨世恩澤長， 

 甘願捨聖身流寶血，賜與信者作天糧。 

3 千萬天軍排列成行，前隊先鋒步伐壯， 

 光中之光周圍環繞，親從天堂降凡塵， 

 消滅地獄權除毒鈎，驅散黑暗顯光芒。  （間奏） 

4 晝夜俯伏在主足前，撒拉弗與基路伯， 

 崇拜至尊，翅膀遮面，不停頌讚獻歌聲， 

 唱哈利路亞主至聖，哈利路亞主至聖。阿們。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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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歌頌：歌唱主生平 (生命聖詩 110 首) 眾坐 

1 為伯利恆同聲歌唱，牧人看守羣羊，忽有天使從天下降， 

 大喜佳音宣揚；伯利恆城昔日榮光，今天仍然輝煌， 

 耶穌降世，地上平安，天使永遠頌揚。 

2 為拿撒勒同聲歌唱，充滿陽光歡暢，美麗花朶馥郁芳香， 

 聖子純潔善良；願拿撒勒美麗花朶，在人心中生長， 

 願祂馨香寶貴聖名，隨風吹送傳揚。 

3 為加利利同聲歌唱，山明樹綠湖清，我主曾在水面行走， 

 命令海洋平靜；人生煩惱像加利利，波濤洶湧不平， 

 只要信靠我主話語，心靈必得安寧。  （間奏） 

4 為各各他同聲歌唱，極悲哀卻光榮，救主被掛在十架上， 

 將罪債都還清；被釘身死在各各他，從墳墓中復生， 

 基督我主天地共仰，今施拯救大能。 

6. 誦讀經文 眾坐 

以賽亞書 6 章 1-8 節 (舊約 1004 頁) 

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看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下襬遮滿聖殿。 

2 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 

 他的榮光遍滿全地！」 

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裏充滿了煙雲。 

5 那時我說：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 

 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又因我親眼看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6 有一撒拉弗向我飛來，手裏拿著燒紅的炭， 

 是用火鉗從壇上取下來的， 

7 用炭沾我的口，說： 

 「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8 我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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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4 章 12-19 節 (新約 264 頁) 

12 你們也是如此，既然你們切慕屬靈的恩賜， 

 就當追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13 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祈求有翻方言的恩賜。 

14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在禱告；但我的理智沒有效果。 

15 我應該怎麼做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理智禱告； 

 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 

16 不然，你用靈祝謝，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話，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們」呢？ 

17 你的感謝固然是好，不過不能造就別人。 

18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19 但在教會中，我寧可用理智說五句教導人的話， 

 強過說萬句方言。 

7. 詩班獻詩：共享恩筵 (恩頌聖歌 272 首) 眾坐 

1 應基督邀請前來，遵主命享恩筵， 
 耶穌的朋友合一，今在地享恩典： 
 傾杯擘餅共體驗基督施恩臨在； 
 藉餅和酒的表記─恩主捨命的愛。 
2 耶穌親自藉聖餐供我所需恩典， 

眾心因信享基督，飽嘗屬靈恩宴； 
 感恩驚嘆，頌耶穌不朽不息的愛， 
 見證活著的恩友天天相偕同在。 
3 一杯一餅一團契，信徒共嘗恩惠， 
 享真葡萄，蒙更新，宣告主內一體─藉標記、 
 聖言、儀式─基督所頒憑證， 
 信眾團契因主愛更新、維持、顯明。 

8. 奉獻：古舊十架 (生命聖詩 120 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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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21 章 1-4 節 (新約 127 頁) 眾坐 

1 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入聖殿銀庫， 

2 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文錢， 

3 就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更多。 

4 因為眾人都是拿有餘的捐獻，但這寡婦，雖然自己不足， 

 卻把一生所有的都投進去了。」 

10. 信息：全然富足 眾坐 

11. 認信：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2. 聖餐：Let us break bread together by Mark E. Bloedow 眾坐 

13. 家事 眾坐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5. 殿樂：Choral Mit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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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證主協會所有，獲授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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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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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暫　停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葉德誠弟兄 同　工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李敬因姊妹 譚慧冰姊妹

鄧玉芬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卓曈姊妹 徐梓瑤小朋友

暂　停 暂　停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志立弟兄 同　工

暂　停 暂　停

呂君達執事

麥浩澄弟兄 馬婉婷姊妹 麥浩澄弟兄 暂　停

陳卓恩姊妹

陳志輝牧師

陳永祐執事 鄧顯昌弟兄

劉麗梅姑娘

*** 合 堂 *** *** 合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期第六主日（綠）(2月13日) 顯現期第五主日（綠）(2月6日) 聖餐

上週奉獻總數: $11,500 上月奉獻總額: $345,252  (包括發展及購堂: $29,050)

本週獻花:  莊儀秋姊妹/ 楊妙玲姊妹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7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0819 主知名 200 *0820 主知名 100 *0821 主知名 2000 *0822 主知名 2000 *0823 主知名 3000
*0824 主知名 100

慈惠 : *0823 主知名 1000 U229 主知名 1100 V500 主知名 600
感恩 : *0821 主知名 1000
發展 : *0819 主知名 200 U230 主知名 2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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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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民數記》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載

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生

活中實踐。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