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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5 月 24 日 

領會：吳長老 證道：之祈執事 
   

敬拜與讚美  之祈執事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宣告、祈願*  領會 

唱詩 《8》榮耀歸於真神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64》何等奇妙的救主 會眾 

禱告  梁剛執事 

經文 可(Mk) 10:17-31,徒（Ac）8:26-40 之祈執事 

講道 
『年輕的官與埃提阿伯太監』 

“A rich young man vs. an Ethiopian eunuch.” 
之祈執事 

回應詩歌、奉獻 《313》主凡事引導 會眾 

消息、報告、代禱  吳長老 

感恩禱告*  牧師 

頌榮* 《536》三一頌 會眾 

祝禱*  牧師 

默禱  會眾 

本週禱告題目: 

1) 「良善的夫子，我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與「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

呢？」：鑑察自己重生得救的確據是來自「多行善事」抑或是「遇見了神」（看見天

國而重生）。再次確認〈羅 10：13-15〉「奉神差遣、傳道、聽道、信道、求告主名」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親身經歷而獻上感恩！ 

2) 「你還要來跟從我」與「看哪、這裡有水，我受洗有甚麼妨礙呢？」：察驗「天天

背起的十字架」是「沈重與艱難」抑或是「輕省與容易」〈太 11：28-30〉的？反省

在每日跟從主的成聖路程，我目光的焦點是集中在耶穌的美意上抑或是個人的成功

上？ 

3)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檢討領受了神的話、聖靈的光照後，是「憂

憂愁愁地走了」〈可 10：22〉抑或是「歡歡喜喜地走路」〈徒 8：39〉？在每日生活

中，有多少時候仍是「憑藉自己在掙扎」、多少時候是「倚靠基督而得勝」？操練將

由祭壇、肢體、聚會、禱告中所得著的恩典帶入實際生活的衝突、矛盾與掙扎中而經

歷「己死主活」所彰顯的大能！ 

  

啟應經文 

耶(Jer) 15:16-21 

啟：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

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When your words came, I ate them; they 

were my joy and my heart's delight, for I bear your name, O LORD God Almighty. 

應：我沒有坐在宴樂人的會中，也沒有歡樂；我因你的感動獨自靜坐，因你使我

滿心憤恨。/I never sat in the company of revelers, never made merry with them; I 

sat alone because your hand was on me and you had filled me with indignation. 

 

啟：我的痛苦為何長久不止呢？我的傷痕為何無法醫治、不能痊癒呢？難道你待

我有詭詐，像流乾的河道嗎？/Why is my pain unending and my wound grievous 

and incurable? Will you be to me like a deceptive brook, like a spring that fails? 

應：耶和華如此說：你若歸回，我就將你再帶來，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將寶貴

的和下賤的分別出來，你就可以當作我的口。他們必歸向你，你卻不可歸向

他們。/Therefore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If you repent, I will restore you that 

you may serve me; if you utter worthy, not worthless, words, you will be my 

spokesman. Let this people turn to you, but you must not turn to them. 
 

啟：我必使你向這百姓成為堅固的銅牆；他們必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我與你

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I will make you a wall to this people, 

a fortified wall of bronze; they will fight against you but will not overcome you, for 

I am with you to rescue and save you," declares the LORD. 

齊：我必搭救你脫離惡人的手，救贖你脫離強暴人的手。/"I will save you from the 

hands of the wicked and redeem you from the grasp of the cruel." 

 

 
 

使徒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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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從死裏復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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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