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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8 月 9 日 

領會：李徹牧師 證道：李徹牧師 
   

敬拜與讚美  美雲傳道 

使徒信經*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宣告、祈願*  領會 

唱詩 《178》奇異的愛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209》主耶穌救罪人 會眾 

禱告  惠玲執事 

經文 林前(1Cor)9:19-27 牧師 

講道 
『爲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I may share in blessings of the gospel.”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386》高舉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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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是自由的, 無人轄管, 然而我甘心作了衆人的僕人, 爲要多得人: 我的生命已有如此

的看見和決斷麽? 爲此正在爲哪些人代禱呢? 我已掌握了福音的五大核心內容麽? 我可以

將這福音的核心內容應用在我所代禱的人身上麽? 

2) 我奔跑, 不像無定向的, 我鬪拳, 不像打空氣的: 我的一生正在往哪一個標竿奔跑呢? 終身

目標和禱告是哪些? 每天的目標何在? 心裏有確據正在隨時與主同行? 在這奔跑的日子裏, 

仇敵最大的攻擊是哪些? 我有否已得秘訣: 隨時趕出仇敵各種的攻擊, 而能回復"主的慈愛

和恩惠"?  

3)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 自己反被棄絶了: 我眞願意我的興趣`思

想`言語`生活`動作, 都被主管轄麽? 我已得了: 越被主管轄, 就越得自由`能力`果效的秘訣麽? 

我每天努力操鍊這屬靈的工夫麽? 越來越看見已得了"自由而聖潔, 聖潔而自由"的生命麽? 

  啟應經文  

詩(Psalms)91:1-2,5-7,14-16  

 

啟：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He who dwells in the shelter of 

 the Most High will rest in the shadow of the Almighty. 

應：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 

倚靠的。/ I will say of the LORD, "He is my refuge and my fortress, my God, 

 in whom I trust." 

 

啟：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 You will not fear the terror of night, 

 nor the arrow that flies by day, 

應：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nor the pestilence that  

stalk sin the darkness, nor the plague that destroys at midday. 

 

啟：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A  

thousand may fall at your side, ten thousand at your right hand, but it will not  

come near you. 

應：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 

安置在高處。/ "Because he loves me," says the LORD, "I will rescue him; 

 I will protect him, for he acknowledges my name. 

 

啟：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貴。/ He will call upon me, and I will answer him; I will be with him in  

trouble, I will deliver him and honor him. 

齊：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With long life will I satisfy him and 

show him my 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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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