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宣道會藍田堂 

 

地址：   九龍藍田匯景花園匯景廣場六樓平台  網址：www.cmaltc.org 

電話：   23469681  23494111 傳真：23488110  電郵：admin@cmaltc.org  

堂主任：   麥志成牧師                            

傳道：   尚佩冰牧師、孔啟源先生、蕭燕儀姑娘、陳志輝先生、麥呂曼珍師母(義務傳道) 

行政主任： 張金生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加入通訊錄) 
 註：是日崇拜之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基督對我來說究竟是誰？ 

  如果節日和節期都會讓慶祝或記念的人反思一己的獨特「身份」，作為基督的信

仰群體，在今年記念主的受難中可曾有期望過自己對主的受苦有更深的體驗，以致

我們在信仰歷程上可以繼續向前邁步呢？ 

  「棕枝主日」帶領我們步入了「受難週」，也就是教會年曆中「偉大的一週」；這

不平凡的一週是耶穌基督在世最後的一星期，也是祂受迫害致死與復活，亦即是世

界得贖、重新被造的一週。這星期以主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城開始，路人以揮舞棕

枝及用衣服舖地來夾道歡迎這位被他們公認為彌賽亞的君王進城；一直到這個週六

守候主復活作結。聖經學者跟據福音書的記載將主在世最後一星期的事蹟概括出來，

我嘗試節錄部分經文，讓我們可以在今週藉此來默念主的受苦。 

*星期日：棕枝主日是主耶穌光榮進城的受難週首天 

太 21:1-17、可 11:1-19、路 19:28-45、約 12:12-19/應驗舊約預言-亞 9:9/大君王的心-

腓 2:5-8/群眾的心-頌讚與悖逆 (太 21:9 與 27:23-23) 

*聖週一權柄日：太 21:18-22(詛咒無花果樹)、太 21:12-17(潔淨聖殿) 

*聖週二和三：耶穌繼續教訓人(太 21:18-22、可 12:38-40、路 22:1-6)、  

 猶大的心(太 26:14-16) 

週四、五、六是大逾越節重大的三天：濯足日、受難日、大逾越節守夜 

*週四濯足日：愛筵中彼此相愛的新命令(約 13:34-35)、設立聖餐(出 12:1-14/耶 31:31-

34/路 22:17-20/林前 10:16-21)、主在客西馬尼園(路 22:39-46) 

*週五受難日：Good Friday—God’s Friday/Good—神藉基督叫世人與祂和好(林後 5:19)  

 伯 14:1-14、詩 31:1-4, 15-16、彼前  4:1-8、太 27:57-66 

*週六大逾越節守夜：等待與迎接主的復活 

 創 22:1-18、賽 55:1-11、路 24:1-12、羅 6:3-11 

當晚的傳統禮儀崇拜中會包括四個部分：信徒通宵禱告等候至黎明，進入崇拜。 

進入光明誦經水禮復活主餐(今天仍有不少教會是在復活主日進行水禮的) 

  以上所提供的經文主要是輔助大家在這星期中每一天能集中思念主在世最後一

週的生活與經歷，更願聖靈引導我們一起進入耶穌基督的苦難的同時，更認識我們

所相信與跟隨的主基督，並能更深體會何謂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溫馨提示： 

24/3 晚上 8 時「主被賣的那一夜」思想主對門徒的教導與期望 

25/3 下午 3-6 時戶外默想與禁食祈禱會、晚上 7 時受苦節聖餐崇拜 

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聚會。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棕枝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和散那歸上主 (普天頌讚 第 227 首) .......................... 眾    坐 

3. 宣召 .................. 棕枝主日之歡呼 (普天頌讚 第 226 首 禱文一) ................... 眾    立 

啟：求主使我們一生皆能讚美主：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 

應：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 

啟：看哪，你的王來到這裡！祂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 

應：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合：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求主使我們一生皆能讚美主！ 

4. 讚美 .............................. 王騎驢進城 (普天頌讚 第 225 首) ............................ 眾    立 

1) 萬王之王正騎驢，顯赫威榮前行，祂是萬主的主帥，掌握至高權衡。 

 藉釘身十架犧牲，毀壞死權告凱旋，勝死復活證永生，失喪者獲新生源。  ** 

2) 萬王之王正歸來，召集屬祂百姓，祂是萬主的主宰，收割所栽豐盛， 

 那時主名被宣稱，萬邦屈膝展拜伏，萬口眾舌齊承認：被殺羔羊！同仰目！ ** 

3) 萬王之王，萬有主，我要高歌慶祝，祢是萬主的主宰，因祢大愛歡呼！ 

 雀躍舞蹈獻新歌，隨敬拜列隊進行。祢是我喜樂歡欣，祢是我一生力量！  ** 

** 你當昂首，古舊門戶！榮耀之君！歡迎進居。 

 君王何許？得此華冠？祂名萬有全能上主！ 

5. 頌禱 .................. 棕枝主日之歡呼 (普天頌讚 第 226 首 禱文二) ................... 眾    立 

啟：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 

應：我們本應一生讚美主。 

啟：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 

應：我們本應一生讚美主。 

啟：看哪，你的王來到這裡！祂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 

應：我們本應一生讚美主。 

啟：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應：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齊聲背誦主禱文） 

6. 歌頌 ............................ 救主乘驢進行 (普天頌讚 第 231 首) .......................... 眾    坐 

7. 啟應 ........................................以賽亞書 53 章 1-12 節 ..................................... 眾    坐 

8. 聆聽 .................. 路加福音 19 章 28-40 節；腓立比書 2 章 6-11 節 ................. 眾    坐 

9. 獻詩 ............................ 主必預備 (青聖綜合本二 第 143 首) .......................... 詩    班 

10. 奉獻 ................................ 讚美寶血 (普天頌讚 第 235 首) .............................. 眾    坐 



 

 

 

11. 信息經文 .................................路加福音 23 章 32-46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15 章 34-35 節；約翰福音 19 章 25-30 節 

12. 信息 ............................................... 默想十架七言 ............................................ 眾    坐 

13. 回應 ................................ 耶穌受難 (普天頌讚 第 251 首) .............................. 眾    立 

1) 耶穌聖首遭創傷，荊棘冠冕刺痛，受傷之首流寶血，主遭侮辱戲弄。 

 聖容榮耀受虧損，乃因擔我罪債，天使瞻仰、齊敬拜，同感震顫、驚駭。 

2) 萬邦之主受苦楚，懸身十字寶架，受死使我得救恩，付清我們罪價。 

 藉主耶穌受苦難，新生賞賜、發旺，基督犧牲今成就饒恕──神、人中保。 

3) 主，祢創痛受苦難，求主善牧顧念，我本不配受主恩，賴主慈悲垂憐。 

 寶架之下仰瞻主，我心得享和平，信賴主愛常扶助，蒙主賜福、親臨。 

14. 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或招
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感謝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助理教授禤智偉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3)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原訂 3 月 13 日下午上課，現因報名人數不足，順延至聖誕

節進行。長者灑禮及嬰孩奉獻禮仍然於 5 月 15 日舉行。 

4) 為回應最近接連發生學生輕生事件，本堂將於今天午堂崇拜後（一時至二時），

舉辦講座「羅騰樹下」，由麥牧師從心理及神的應許兩方面勸勉青少年及家長，
歡迎弟兄姊妹及子女出席。 

5) 2016 年預苦期特別聚會如下： 

3 月 24 日週四晚上 8 時至 9 時：記念主被賣的那一夜 

3 月 25 日週五下午 3 時至 6 時半：戶外默想及禁食祈禱會（需報名參加）、 

         晚上 7 時至 8 時 15 分：受難節聖餐崇拜 

請肢體預留時間出席，一同記念主為我們受苦。 

6) 同工執事交流會將於 3 月 28 日（週一）上午舉行，商討教會發展方向，請代

禱記念。 

7) 凡恆常參與本堂崇拜滿 6 個月的弟兄姊妹，可申請電腦拍卡，請將費用$10 連

同近照一張交回辦公室幹事(相片後請寫上中文姓名及作密碼用之 8 位數字)。

新一批拍卡於今天至 3 月 27 日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中領取。 

8) 孔生仍留院治療，請記念。麥牧師暫代其主日學課程。 

9) 姊妹堂九龍灣堂傳道陳逸良先生已順利完成腫瘤切除手術，求主繼續保守醫治。 

15. 讚美詩、祝福 (同應阿們) ................................................................................. 眾    立 

16. 殿樂 ................................ Tuba Tune In D Major, Op.15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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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一   星期六   主日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星期二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以諾長者團契 2:30 pm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禤智偉博士 禤智偉博士 陳一華牧師 陳一華牧師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讀經: 陳喜洋弟兄 陳喜洋弟兄 殷美霞姊妹 林燕芬姊妹 殷美霞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卓恩姊妹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翠恩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翠恩姊妹

招待: 鄭　琦姊妹 李燕怡姊妹 方子仁弟兄 鄒小敏姊妹 鄭倩雲姊妹 梁銘章弟兄 丘嘉敏姊妹 王偉樂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孫俏娟姊妹 鄒念龍弟兄 林小蓮姊妹 陳景安弟兄 温寶儀姊妹 邱頌詩姊妹 黃曉媚姊妹

當值: 朱麗程姊妹 林景輝弟兄 惲保羅弟兄 李德恩弟兄 麥永佳姊妹 孔憲榮弟兄 馬志國弟兄 招楚筠姊妹

影音: 蔡加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李建業弟兄 藍天晴姊妹 郭浩賢弟兄 周　溢弟兄 吳兆隆弟兄 夏振傑弟兄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鄧民亮執事 麥穎珊執事 雷偉勝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葉蔓菲姊妹 葉玉娥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錢敏琪姊妹 林滿泰弟兄 錢敏琪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劉己惠姊妹 佘敏樺姊妹 陳卓欣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文玉玲姊妹 區惠娟姊妹 文玉玲姊妹

溫柔: 黃麗堅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呂潔玲姊妹 劉皓然弟兄 林美碧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黃鑾鳳姊妹 陳可媚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楊慧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吳家葭姊妹 徐保仙姊妹 林淑容姊妹 吳家葭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下主日(3月 27日) 棕枝主日（紫） (3月 20日) 

常費 : 丘嘉敏姊妹 1500 主知名E854 12000 主知名F874 6000 主知名G514 4000 主知名H407 6000

主知名H462 4000 主知名H620 3000 主知名H819 1000 主知名I286 7000 主知名I311 9900

主知名I378 2780 主知名I460 2500 主知名I538 500 主知名I548 546 古海劍夫婦 2000

何晉輝弟兄 5900 余頴欣姊妹 1500 李建業夫婦 1200 林湛基弟兄 3000 張慧清姊妹 1000

陳章浩弟兄 1500 陳惠玲姊妹 3000 陳貽添夫婦 5300 陳慧恩姊妹 1200 黃靜雯姊妹 2000

楊彼得夫婦 10000 葉卓林弟兄 200

感恩 : 王月珊姊妹 2000 主知名E854 7500 主知名F714 200 主知名F788 1000 主知名H806 500

主知名H819 1000 主知名I277 1000 主知名I286 2000 主知名I319 2000 吳玉嬋姊妹 200

周勤國弟兄 300 施慧君姊妹 2500 梁子駿弟兄 1300 陳惠霞姊妹 500 陳慧恩姊妹 500

黃麗嬋姊妹 300 葉蔓菲姊妹 500 蔡小鳳姊妹 3000 簡雪萍姊妹 800

發展 : 主知名E854 8500 主知名H819 2000 主知名I272 6500 古海劍夫婦 2000 林志廣夫婦 4800

神學生 : 主知名H462 4000 林志廣夫婦 200

神學 : 主知名H819 2000

本月奉獻累積: $328,823  (包括發展及購堂: $50,8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67,028

本週獻花: 陳卓彥弟兄

************************************************  奉獻芳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