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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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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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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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獲准使用。       

 

復活之主與我何干？ 
  上主日我當早堂崇拜的主席。還清楚記得當我們開始啟應宣召時，我揚聲唸完

「阿利路亞！基督已復活！」，大家回應「祂真的復活了！阿利路亞！」時，我立即

說不行，並請大家再「用心」重誦；由於早堂的肢體比較清醒，故一點就明。我們就

都揚聲唸出：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祂以大能使基督從死裡復活，藉此

重生了我們，並賜我們活潑的盼望！…又當我們歌頌「往以馬忤斯路」時，中間有兩

節我只在聆聽，同時也默禱在我們中間的神：讓我們在座每一位能像這兩位門徒，

不單在此刻能遇見主，更能藉崇敬認出復活主來！因隨之而來會產生的反應便是心

裡火熱… 

  雖然主耶穌基督復活是我們公認的真理事實，但有沒有認真思考過復活之主與

我何干？我認為信仰生命最大的敵人係因循與無知，每年重複叫喊口號「主真的復

活了」並不能深化我們內在的生命，唯有肯認真去思索、探求箇中真相—永恆主要

藉耶穌基督的救贖重建與人的關係，並要與人分享祂一切的豐盛！ 

  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著作《為道爭辯》(陳恩明譯。福音証主協會出版，2015。)

第一章「論信仰：自然的？超自然的？」中強調，基督復活是超然的事實，乃全能三

一神大能的顯彰；而信祂的人將來也必會與主一樣身體復活，同得與主一樣的榮耀

身體 (參林前 15:49)。但在此等待期間，斯托得提醒我們，切勿忽視復活主帶來「罪

人復活」的效應：同樣屬超然的真理，就是罪人今天在靈性上的復活！耶穌自己說

得著永生乃是出死入生，乃是從死人中復活：「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

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約

5:24-25) 

  …憑著上帝大能的復活與憑著人的力量改過自新是有天壤之別！福音所說的成

為基督徒其實是指死人復活，是把人從罪惡疚責築成的靈性墳墓裡救出來。這是新

生命的恩賜，即是「永生」，一生與上帝契合無間。所以基督徒是個「出死入生」的

人...(頁 58) 你我是否已肯定自己就在這「罪人復活」之過程中呢？我們現在是否已

享受著因復活主所帶來之新生命的益處，就是從罪中得釋放、自由、與主契合無間

的永生生活呢？「基督復活」、「身體復活」和「罪人復活」都是神蹟，全是超然的事

件，是直接與上帝的大能相連的。你明白嗎？你相信嗎？ 

  復活之主與我何干？我是否已經藉祂從罪中復活過來，正與上主建立著緊密的

關係呢？還是我仍靠一己的努力，以為能在罪中得掙扎出來呢？願真理的聖靈叫我

們一眾相信的，能實實在在地經驗永恆神的大能！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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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118 篇 14-16, 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應：在義人的帳棚裏，有歡呼拯救的聲音，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啟：耶和華的右手高舉，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 

應：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3. 讚美 .............................. 歡唱主復活 (生命聖詩 第 136 首) ............................ 眾    立 

   1) 宗主信徒歡欣歌唱，歡呼讚美勝利君王！ 

 大喜信息普世宣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詩班：2) 生命之主由死復生，歌聲如花向主致敬， 

 天下萬民快樂頌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3) 我們同唱勝利頌歌，永恆慈愛，永遠生命， 

 心靈興奮，歌唱高聲：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 我們稱頌復活主名，口唱心和，讚美同聲， 

 我主捨命，我主復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倚靠永活主 (生命聖詩 第 13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約翰福音 20 章 19-31 節 ............................... 眾    坐 

     啟示錄 1 章 9-11a, 12-13, 17-19 節 

7. 獻詩 .............................. 來擁戴主為王 (祂已復活 第 5 頁) ............................ 詩    班 

8. 奉獻 ................................................... Rondeau ................................................. 樂器小組 

9. 信息經文 .....................................馬太福音 26 章 30-35 節 ............................... 眾    坐 

      路加福音 22 章 31-34 節 

10. 信息 ............................................... 跌倒前的囑咐 ............................................ 眾    坐 

11. 認信 ............................................... 〈使徒信經〉 ............................................ 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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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聖餐 ........................................Father, We Thank Thee .................................... 眾    坐 

13. 家事及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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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蔭團契於 4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2:00-4:00 誠邀曾令珍營養教育師蒞臨分

享癌症病人健康食療，以上講座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3) 10/4 於早堂後 10:30 在禮堂舉行本年度第二次崇拜職事人員大會（成人主日學

順延一堂），請所有參與相關事奉的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共同商討聖工。 

4) 13/4 開始逢星期三晚 8:00-9:30 由麥師母主講「學作主門徒」的課程，歡迎有

心志學習的肢體會後到圖書櫃處報名。 

5) 2016 年教會事奉人員退修會將於 2/5 假浸信會神學院舉行：上午有培靈會及個

人靜修，下午設有工作坊供肢體學習。詳情請參閱海報。參加者請自行於報名

表上填寫姓名。 

6) 兒童區將於 5-8 月的成人主日學中開設課程「基督教兒童教育」(一)，以鼓勵

並協助有心志的肢體裝備自己參與事工，共建神家。課程內容稍後公報。另由

於本會兒童事工欠缺事奉人員，4-6 月早堂仁愛班將暫停，如有適齡兒童，請

帶往 102 室上課。 

7) 本年度兒童暑期聖經班定於 18/7-22/7 舉行，主題為「變變新生命力」。請家長

為小學級之子女預留時間參加，讓孩子在暑假忙碌的活動中仍能有真理的學習，

身體與靈性皆有健全的成長。詳情容後通告。 

8) 請為正進行 DSE 考試的肢體禱告，求主賜平安和健康，順利完成考試。 

9) 陳志輝先生於 1/4-6/4 放年假。 

10) 歡迎簡雪萍姊妹(會計文員)於 4 月 1 日到職。 

11) 孔先生已出院在家休息，請記念。姊妹堂陳逸良先生傷口呈濃，須每天洗傷口，

仍留院服抗生素，求主醫治。 

12) 駱嘉才弟兄於 28/3 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其家人。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5. 殿樂 ..................................................... Partita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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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鄧顯昌弟兄 鄧顯昌弟兄

讀經: 張宏睿弟兄 鄧民亮執事 張宏睿弟兄 鄧民亮執事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區惠娟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楊穎君姊妹 陳曉晴姊妹 楊穎君姊妹 陳曉晴姊妹

招待: 林笑寶姊妹 林燕芬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淑蓮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義妹姊妹 梁淑敏姊妹 鄒小敏姊妹

司事: 朱月萍姊妹 李雪葵姊妹 文玉玲姊妹 鄭慧芝姊妹 連卓欣弟兄 張淑敏姊妹 何美蘭姊妹 雷瑞玉姊妹

當值: 呂幹雄弟兄 方艾洲弟兄 林禮標執事 余文耀執事 麥永佳姊妹 莊偉棠弟兄 黃香娣姊妹 彭秀群姊妹

影音: 曾偉珩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柯綽瑤姊妹 黃永賢弟兄 周鈺貽姊妹 林殷宏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余文耀執事 李婉貞執事 張漢榮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趙惠蘭姊妹 葉佩鈴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插花: 吳綺薇姊妹 林二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李偉倫弟兄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李偉倫弟兄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溫柔: 吳綺薇姊妹 何慧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劉皓然弟兄 吳綺薇姊妹 何慧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鄭翠珊姊妹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瑞馨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瑞馨姊妹

喜樂: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周潔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三主日（白）(4月 10日)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4月 3日) 聖餐

常費 : Lo Wai Suen 9000 Wong Hiu Mei 4500 主知名A140 5000 主知名H349 6000 主知名H461 500

主知名I419 500 主知名I420 7000 主知名I424 42000 主知名I445 120 主知名I449 3000

主知名I450 6300 主知名I508 500 主知名I541 2003 主知名I573 8500 主知名I584 1400

主知名I587 2000 主知名I616 50000 朱月萍姊妹 1000 林美荃姊妹 50000 林禮標夫婦 3000

高漢華家庭 30000 康全夫婦 5000 陳章浩弟兄 1000 蔡加德夫婦 1500 藍建鴻夫婦 1000

感恩 : 主知名F749 200 主知名H777 500 主知名I420 2000 主知名I424 3000 主知名I430 10000

朱麗麗姊妹 500 姚健威夫婦 300 劉匡姊妹 200 鄭倩雲姊妹 300 簡美南弟兄 2500

發展 : 主知名A140 5000 主知名H461 500 主知名H637 1200 主知名I518 1500 主知名I587 3000

朱麗麗姊妹 3000 招楚筠姊妹 1000 張金生弟兄 2300 鄺淑韻姊妹 6000

差傳 : 約書亞團 2200 提摩太團 168

鮮花 : Lo Wai Suen 300

上月奉獻累積: $712,779  (包括發展及購堂: $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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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242

本週獻花: 莊儀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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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6年2月 總數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66,246         464,396   16,900     5,950       7,000        7,000       65,000        

現金支出 413,476         348,100   1,000       -               16,000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152,770         116,296   15,900     5,950       (9,000)       2,000       21,624        

月底現金結存 1,350,447      311,142   405,720   608,457   (13,500)     2,500       36,128        

月底未償還貸款 3,867,824      

2016年2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按基金分類
********************************************  財務摘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