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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7 月 12 日 

領會：李徹牧師 證道：李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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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亞伯拉罕的神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391》主, 我願像你 會眾 

禱告  Susan 江執事 

經文 林前(1Cor)7:10-16 牧師 

講道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Couples shall not separate from the 
marriage arranged by God.”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286》信靠耶穌眞是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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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 這極大的奧秘! (婚前的肢體) 我明白神如何爲我安排我的配偶麽? 我

正在按神的引導尋找我的配偶麽? (婚姻生活的肢體) 我們夫婦一生婚姻生活的

目的在那兒? 我們夫婦是一對越來越"①成爲一體 ②彼此配搭 ③生養衆多"的夫

婦麽? 爲此, 主叫我在哪一個方面多努力?  

2)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 我們夫婦是神所配合的麽? 其證據在那兒? 每

天能看見神的引導`幇助`賜福麽? 起碼我是努力順從主所定夫婦生活原理的麽<

弗 5:22-33, 彼前 3:1-7>? 我配偶的靈命狀態如何? 爲他靈命成長, 我正在如何

禱告? 我的配偶能看見我靈命的長進麽? 我的配偶正在享受與我同居麽?   

3) 但是,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 就由他離去罷! 我已經堅定了"一生的目標, 就

是與基督聯合; 一生生活的中心, 就是以祭壇`肢體`事奉爲中心"麽? 在我的婚

姻狀態裏, 有否已得"主所賜最完美的答案"? 有否確信"我正在走順從主的道路

"? 主給我看永遠的明天, 是極美極善的麽? 

 

  啟應經文 

約壹(1Jo)4:7-12 ；林前(1Co)13:4-7 

啟：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

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Dear friends, let us love one another, for love comes from 

God. Everyone who loves has been born of God and knows God. 

應：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Whoever does not love does not 

know God, because God is love. 

啟：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This is how God showed his love among us: He sent his one and only Son into the 

world that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應：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

愛了。/ This is love: not that we loved God, but that he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as an atoning sacrifice for our sins. 

啟：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Dear friends, since God 

so loved us, we also ought to love one another. 

應：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

裡面得以完全了。/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but if we love one another, 

God lives in us and his love is made complete in us. 

啟：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應：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啟：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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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