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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09 年 8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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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榮耀歸於眞神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唱詩 《161》求聖靈充滿 會眾 

禱告  吳長老 

經文 林前(1Cor)10:14-22 牧師 

講道 
『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You shall flee from idolatry.”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62》將最好的獻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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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所獻的祭, 是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 我曾有否經驗: 拜偶像`行邪術或

拜祖宗等的事? 有否經歷過"拜鬼"所帶來嚴重的結果? 我有否觀察過:常常拜偶像`行邪術的個人`

家庭所遇見的結局是如何? 我有眼光能看透: 空中掌權者(魔鬼`撒但`世界的王), 正在弄瞎亞當後

裔萬民的心眼, 而欺騙, 偸竊, 毁壞的屬靈光景麽? 

2) 你們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喫主的筵席, 又喫鬼的筵席: 我的生命, 有否經歷過"喝主

的杯,又喝鬼的杯"的矛盾情況?在那種情況裏,遇見了那些問題? 我已經完全脫離了麽?我認爲:要

脫離那種矛盾的時候,最要緊的是那些看見`經歷和決斷?    

3) 除去偶像勢力的具體方法: 檢討: 在我身上或家裏, 有沒有還未除去的"偶像`符咒`行過邪術之

物`異敎經文"等的東西, 而除掉! 已得了答案沒有: 如何爲我家人或親友除去偶像的事代禱? 有否

看見: 從蒙主呼召, 除去偶像後, 主的恩惠`慈愛`賞賜大大臨到我生命`生活`生命聯絡網的證據?  

 

  啟應經文 

詩(Psalm)139:1-10, 23-24 

啟：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O LORD, you have searched me and you know 

  me. 

應：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You know when I sit and 

 when I rise; you perceive my thoughts from afar. 

 

啟：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You discern my going out 

 and my lying down; you are familiar with all my ways. 

應：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you know it completely, O LORD. 

 

啟：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You hem me in—behind and before; you have 

 laid your hand upon me. 

應：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Such knowledge is 

 too wonderful for me, too lofty for me to attain. 

 

啟：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裡逃、躲避你的面？/Where can I go from your 

  Spirit? Where can I flee from your presence? 

應：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If I go up to the 

 heavens, you are there; if I make my bed in the depths, you are there. 

 

啟：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If I rise on the wings of the dawn, if I settle 

 on the far side of the sea, 

應：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even there your hand 

will guide me, your right hand will hold me fast. 

 

啟：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Search me, O God, and know my 

heart; test me and know my anxious thoughts. 

齊：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See if there is any  

offensive way in me, and lead me in the way everl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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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