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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後 2010 年 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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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你眞偉大 會眾 

啟應文* (見週刊右頁) 會眾 

獻詩   靑少年團契演戱 靑少年 

禱告  美雲傳道 

經文 

講道                       

賽(Isa) 62:6-7,10, 可(Mk)16:9-20, 
 徒(Ac)1:6-8, 14, 2:1-4, 41-47  

『無法違背將必成就的異象』 Following 

the vision that God will fulfill.                                                                          

牧師 

回應詩歌、奉獻           《430》爲你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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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禱告題目： 
 會眾 

1) 從神而來的異象, 是總是在心中無法除掉的! 在我心中, 有沒有"從神而來的異象"? 

那異象是怎樣進到我心裏來的呢? 我信那異象是將必得成全的麽? 有何根基如此說?  

2) 正式禱告的時候開始, 就能看見聖靈動工而得着能力, 信心也得到堅固! 目前, 我與

主交通的情況是如何呢? 每當禱告的時候, 就都能看見聖靈動工, 而享受"禱告中蒙應

允"麽? 若我的禱告尙未那麽蒙恩的話, 我能不能察驗"到底哪些問題總是阻擋我與主

之間的敞開交通"?  

3) 能回復"靠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的時候, 會看見所得的異象迅速成全! 我所享受禱告

能力的程度, 是已達到"隨時能影響到我所在之地的屬靈環境"的麽? 我的禱告如何影

響我的家庭? 如何影響我的團契和敎會? 如何影響我的工作生活和人際關係? 我是喜

愛與肢體一同禱告的麽? 與肢體一同禱告的時候, 看到百倍的果效麽? 那從神而來的異

象, 在我的生涯裏已成就到何等地步呢?  

啟應經文 

賽(Isa) 40: 26-31   
 

啟：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 / Lift your eyes and 

look to the heavens: Who created all these? He who brings out the starry host one by one, 

and calls them each by name. 

應：因他的權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 Because of his great power and 

mighty strength, not one of them is missing. 

 

啟：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 / Why do you say, O Jacob, and complain,  

應：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 O Israel, "My way is hidden from the 

LORD; my cause is disregarded by my God"? 

 

啟：你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 / Do you not know? Have you not heard? 

應：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 And 

his understanding no one can fathom. The LORD is the everlasting God, the 

Creator of the ends of the earth. He will not grow tired or weary,  

 

啟：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He gives strength to the weary and increases 

the power of the weak. 

應：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Even youths grow tired and 

weary, and young men stumble and fall; 

 

啟：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齊：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be f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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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