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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綠） 
 

主席： 劉家駒先生 管風琴： 林芍彬 

證道： 鄧瑞強博士 傳譯︰ 呂惠珊（英）王筱瑒（普） 

讀經： 白耀燦、王萍芝 司事長： 陳秀娟 

 蘇詠芝、譚偉強 司事： 陳冠恒、池綽盈 

招待： 鄧麗娜、丘美苑  鄧麗娜、陳秀娟 
 

本禮拜堂崇拜設有即時傳譯服務，歡迎於接待處借用傳譯耳機。 

【英語 -- 頻道 3；普通話 -- 頻道 4】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ervice, please collect the receiver at the reception counter.  

【“Channel 3” for English; “Channel 4” for Putonghua】 
 

預備禮儀 

前奏 

   Prelude 

《我願如同光明之子般前行》--- 特維德 

“I Want to Walk as a Child of the Light” --- Rebecca Groom Te Velde 

*唱詩 

Hymn 

普頌第 32首《聖父尊名》 

HUP # 32 “God the Father, Name We Treasure” 

祈禱 

Prayer 

 

宣召 

Call to 

   Worship 

「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詩篇 22:28） 

“For dominion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he rules over the nations.”  

(Psalm 22:28) 

問安 

Greeting 

啟：願主與你們同在。 

應：也與你同在。 

Leader: The Lord be with you. 

Congregation: And also with you. 

互相問安 

Sign of 

Peace 

 

 

省察心靈 

召請 

   Call for   

   Reflection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

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雅各書 4:8） 

“Come near to God and he will come near to you. Wash your hands, you 

sinners, and purify your hearts, you double-minded.” (James 4:8) 

認罪 

Confession 

普頌第 808首《上主，垂憐我們》 

HUP # 808 “Lord, Have Mercy upon Us”  

赦罪 

Absolution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

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1 John 1:9) 
 



 

領受聖道 
*唱詩 

Hymn 

普頌第 557首《生命路程》 

HUP # 557 “When Cross the Crowded Ways of Life” 

舊約 Old Testament 列王紀上 (1 Kings) 19:1-15a (舊約 354頁) 

啓應 Responsive Reading 詩篇 (Psalm) 22:19-28 (舊約 556頁) 

書信 Epistle 加拉太書 (Galatians) 3:23-29 (新約 207頁) 

  *福音書 Gospel 路加福音 (Luke) 8:26-39 (新約 74–75頁) 

(讀畢)領： 啟：這是上主的話。 

Leader: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眾和： 應：感謝上主。 

Congregation: Thanks be to God. 

*榮耀頌 

Gloria Patri 

“Gloria Patri” (舊普頌封底內頁第三調 Back inner cover, 3rd tune, Old HUP)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
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宣道 

Sermon 

你們好好選擇吧       【約書亞記 24:1-28】 

Choose Today Whom You Will Serve 【Joshua 24:1-28】 

*認信 

Creed 

《使徒信經》（程序表封底） 

“The Apostles’ Creed” (back cover, Bulletin) 
  
決志委身 

歡迎及家事分享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牧禱 

  Prayer 

為父親及肩負父親角色的人們祈禱 

──主禱文 The Lord’s Prayer（程序表封底） 

奉獻 

Offertory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

人，是神所喜愛的。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

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哥林多後書 9:7-8） 

“Each man should give what he has decided in his heart to give, not reluctantly 

or under compulsion, for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 And God is able to make 

all grace abound to you, so that in all things at all times, having all that you 

need, you will abound in every good work.”  (2 Corinthians 9:7-8) 

唱詩 

Hymn 

普頌第 722首《至寶獻主》（第一節時收奉獻） 

HUP # 722 “Give of Your Best to the Master” (offerings to be collected at Stanza 1) 

*獻禮文 

Offertory 

Hymn 

普頌第 839首《獻禮文》 

HUP # 839 “All Things Come from You, O Lord”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唱詩 

Hymn 

普頌第 718首《耶穌，我曾應許》 

HUP # 718 “O Jesus, I Have Promised” 

*差遣祝福     Benediction 

*阿們頌         Amen 

  殿樂 

Postlude 

A 小調賦格曲 --- 博爾斯 

Fugue in A Minor --- William Boyce 

*會眾起立 (Stand) 



 

報告事項 

1. 歡迎首次參加主日崇拜的朋友：請新來賓填寫「來賓留名表」並交回給接待員，

以便電郵奉上〈歡迎函件〉。 

2. 很高興在禮拜堂與各位會眾再次相見，一起敬拜主。代表今天現場參加崇拜的肢

體，及校牧室全體同工，向透過電子平台，與我們一起參與崇拜的會眾問安。 

3. 林豪恩先生今天往神召會石硤尾堂講道。 

4. 隨著政府公布放寬部分表列處所的限制，崇基學院校牧室現已開放現場座席予會眾

參與主日崇拜。 

請留意，大學現正實施「疫苗通行證」，請瀏覽政府公布之「疫苗通

行證」接種時間表：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以了解相關資訊。 

5. 歡迎會眾按需要安排子女參加兒童主日學。 

活動地點及時間：禮拜堂活動中心（地下）| 上午 10時 30分至崇拜結束 

6. 豐盛團契將於 6月 26日下午 1時 30分至 3時 30分，於禮拜堂地下活動中心舉行聚

會，題目為「愛的故事」。內容是分享與神相遇相愛的經歷與及對神愛意的表

達。歡迎大家參加。查詢：abundancefellowship@gmail.com 

7. 領取聖餐：為了讓肢體能夠在網上崇拜時參與聖餐環節，禮拜堂將會

預備預先包裝的聖餐及禮文。有意領取的肢體請填交下列表格。 

（鼓勵會眾於聖餐主日前兩星期填交表格領取）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8. 奉獻支持校牧室事工之方法： 

a)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或 Chung Chi College 或 崇基學院 

郵寄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室 

（連同奉獻者姓名、聯絡地址和電話） 

 

b) 銀行轉賬（櫃員機轉賬／網上銀行轉賬／銀行轉賬）： 

恒生銀行戶口：283 174 001 001 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請把「入數紙／銀行電子月結單／轉賬截圖」電郵至 chaplaincy@cuhk.edu.hk，

資料需包括交易日期、交易編號、入賬賬戶（崇基戶口號碼）及金額。 

 

c) 網上捐獻（透過信用卡）： 

透過以下崇基學院網上連結，進行網上捐獻。 

http://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d) (*新) 轉數快 FPS： 

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101793008 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請把 「轉賬截圖」 電郵至 chaplaincy@cuhk.edu.hk，資料需包括交易日期、參

考編號、入賬賬戶（崇基戶口號碼）及金額。 

 

每次捐款達港幣一百元或以上者，校牧室會按時發出奉獻收據，可作申請扣減稅

項之用。 

網上捐獻 
（透過信用卡） 

登記領取聖餐及禮文 

「疫苗通行證」 
接種時間表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mailto:abundancefellowship@gmail.com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mailto:chaplaincy@cuhk.edu.hk
http://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mailto:chaplaincy@cuhk.edu.hk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1604784
https://cc.cuhk.edu.hk/dev/zh/what-you-can-support/ccc-chaplaincy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6月份（聖靈降臨期）崇拜講道主題兼職事表 

日期 題目 讀經 （經文） 職事 司事 

6
月 
26 
日 

講題：離開的和留下的 

講員︰林豪恩先生 

主席︰陳胤林先生 

謝家樂 (王下 2:1-2, 6-14) 

廖世豪 (詩 16:1-11) 

李潔冰 (加 5:1, 13-25) 

譚穎耀 (路 9:51-62) 

司琴：林芍彬 

傳譯︰黃怡（英）劉晶晶（普） 

招待︰羅霈筠、周德健 

蔡恩麟 

勞顯斯 

梁昇學 

林美娟 

          

          

 

  

1. 崇拜直播連結 2. Facebook 
Chung Chi Chaplaincy  
崇基學院校牧室 

3. YouTube 
崇基學院校牧室 

Chung Chi College  
Chaplain's Office 

  
 4. ZOOM Webinar 

設有即時傳譯服務：粵語 ► 英語 或 普通話 

With the English / Putonghua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upport 
網路研討會 Webinar ID：924 3772 2732 

密碼 Password：692038 

 請掃描二維碼或瀏覽以下網址，以了解使用方法及詳情。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or visit the link below for detail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

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崇基學院校牧室主日崇拜設有現場座席及即時轉播， 

歡迎會眾以不同方式，一起參與崇拜。 

ZOOM Webina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upport link 

即時傳譯服務連結 

ZOOM Webinar user guide 

即時傳譯使用方法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https://www.news.ccc.cuhk.edu.hk/sundayservice
https://cuhk.zoom.us/j/92437722732?pwd=QUFjOE9JM1d1OGcwRlBkSmVTaVkwUT09
https://www.facebook.com/chungchichaplaincy/liv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zftXGmqlqz_tedVNarV_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0iZIjCvceKa-d75VUi8humGwLd015z_/view?usp=sharing


 
 
 
 
 
 
 
 
 
 



 
 
 
 
 
 
 
 
 
 
 
 

 
 
 

 

 
 
 
 



 
 
 
 
 
 
 
 
 
 
 
 
 
 



 



 



經文 
列王紀上 19:1-15a  

1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2 耶洗別就差遣

人去見以利亞，告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

一樣，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3 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

巴，將僕人留在那裏，4 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來到一棵羅騰樹下，就坐在

那裏求死，說：「耶和華啊，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

5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睡著了。有一個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6 他觀看，

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

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8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這

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9 他在那裏進了一個洞，就住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

裏做甚麼？」10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

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

命。」11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在

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 

中；12 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13 以利亞聽見，就

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有聲音向他說：「以利亞啊，你在這裏做甚麼？」

14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

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15a 耶

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士革去。」 

 
詩篇 22:19-28（啓應） 

啓 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 

應 20 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脫離犬類， 

啓 21 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應 22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 

啓 23 你們敬畏耶和華的人要讚美他！雅各的後裔都要榮耀他！以色列的後

裔都要懼怕他！ 

應 24 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籲的

時候，他就垂聽。 

啓 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的；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

我的願。 

應 26 謙卑的人必吃得飽足；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遠活

著！ 

啓 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

拜。 

同誦 28 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他是管理萬國的。 
 
 



加拉太書 3:23-29 

23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

顯明出來。24 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

義。25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 

 
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28 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

穌裏都成為一了。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

業的了。 

 
路加福音 8:26-39 

26 他們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對面。27 耶穌上了岸，就有城裏一個

被鬼附著的人迎面而來。這個人許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墳塋裏。28 他

見了耶穌，就俯伏在他面前，大聲喊叫，說：「至高神的兒子耶穌，我與你有甚麼

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29 是因耶穌曾吩咐污鬼從那人身上出來。原來這鬼

屢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鐵鍊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鍊掙斷，被鬼趕到曠

野去。30 耶穌問他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群』」；這是因為附

著他的鬼多。31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吩咐他們到無底坑裏去。 

 
32 那裏有一大群豬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裏去。耶穌准了他      

們，33 鬼就從那人出來，進入豬裏去。於是那群豬闖下山崖，投在湖裏淹死了。

34 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去告訴城裏和鄉下的人。35 眾人出來要看是甚麼     

事；到了耶穌那裏，看見鬼所離開的那人，坐在耶穌腳前，穿著衣服，心裏明白過

來，他們就害怕。36 看見這事的便將被鬼附著的人怎麼得救告訴他們。37 格拉森

四圍的人，因為害怕得很，都求耶穌離開他們；耶穌就上船回去了。38 鬼所離開

的那人懇求和耶穌同在；耶穌卻打發他回去，說：39「你回家去，傳說神為你做了

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滿城裏傳揚耶穌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宣道經文：約書亞記 24:1-28 

1 約書亞將以色列的眾支派聚集在示劍，召了以色列的長老、族長、審判官，並官

長來，他們就站在神面前。2 約書亞對眾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古時你們的列祖，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奉別神，3

我將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從大河那邊帶來，領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孫眾 

多，把以撒賜給他；4 又把雅各和以掃賜給以撒，將西珥山賜給以掃為業；後來雅

各和他的子孫下到埃及去了。5 我差遣摩西、亞倫，並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災與

埃及，然後把你們領出來。6 我領你們列祖出埃及，他們就到了紅海；埃及人帶領

車輛馬兵追趕你們列祖到紅海。7 你們列祖哀求耶和華，他就使你們和埃及人中間

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沒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們親眼見過。你們在曠野也

住了許多年日。8 我領你們到約旦河東亞摩利人所住之地。他們與你們爭戰，我將



他們交在你們手中，你們便得了他們的地為業；我也在你們面前將他們滅絕。9 那

時，摩押王西撥的兒子巴勒起來攻擊以色列人，打發人召了比珥的兒子巴蘭來咒詛

你們。10 我不肯聽巴蘭的話，所以他倒為你們連連祝福。這樣，我便救你們脫離

巴勒的手。11 你們過了約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

迦南人、赫人、革迦撒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與你們爭戰；我把他們交在你們手

裏。12 我打發黃蜂飛在你們前面，將亞摩利人的二王從你們面前攆出，並不是用

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13 我賜給你們地土，非你們所修治的；我賜給你們城

邑，非你們所建造的。你們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們所栽種的葡萄園、橄欖園的

果子。』 

 
14「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地事奉他，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

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

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

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16 百姓回答說：「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17 因耶和華－－我們的神

曾將我們和我們列祖從埃及地的為奴之家領出來，在我們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蹟，在

我們所行的道上，所經過的諸國，都保護了我們。18 耶和華又把住此地的亞摩利

人都從我們面前趕出去。所以，我們必事奉耶和華，因為他是我們的神。」 

 
19約書亞對百姓說：「你們不能事奉耶和華；因為他是聖潔的神，是忌邪的神，必

不赦免你們的過犯罪惡。20你們若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外邦神，耶和華在降福之後，

必轉而降禍與你們，把你們滅絕。」21百姓回答約書亞說：「不然，我們定要事奉

耶和華。」22 約書亞對百姓說：「你們選定耶和華，要事奉他，你們自己作見證

吧！」他們說：「我們願意作見證。」23約書亞說：「你們現在要除掉你們中間的

外邦神，專心歸向耶和華－－以色列的神。」24百姓回答約書亞說：「我們必事奉

耶和華－－我們的神，聽從他的話。」25當日，約書亞就與百姓立約，在示劍為他

們立定律例典章。26約書亞將這些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又將一塊大石頭立在橡

樹下耶和華的聖所旁邊。27約書亞對百姓說：「看哪，這石頭可以向我們作見證；

因為是聽見了耶和華所吩咐我們的一切話，倘或你們背棄你們的神，這石頭就可以

向你們作見證。」28 於是約書亞打發百姓各歸自己的地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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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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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耶和華啊，我喜愛你所住的殿和你顯榮耀的居所。 

詩篇 26:8 

Lord, I love the house where you live, 

the place where your glory dwells. 
 Psalm 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