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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君王節—作我心中王 
 

  今天是教會年最後一個主日，基督教傳統稱為「基督君王節」；安排在常年期之
最後一星期日，在將臨期開始以先，作為教會年的高峰。 

 

  基督君王節高舉耶穌基督統治萬物的主權。教會慶祝宇宙的治權，展現並承認祂
一切再臨的應許。這節慶宣告人類歷史的指向—耶穌基督普世性的治權，它以聖經中
上主對萬物的旨意的異象為根基：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下、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弗 1:10) 同時亦為
教會年開端的「將臨期」帶來雙重意義：一方面是預備迎接及記念道成肉身的耶穌基
督誕降，另一方面是提醒信徒儆醒等待、預備祂將要第二次降臨，以君王和審判主的
身份為眾目所瞻。(選材自普天頌讚「基督君王節」) 

 

  耶穌基督擁有全宇宙的統治權雖是鐵一般的真理事實，可是主仍等待著我們這
群已蒙恩得拯救的人，甘願將生命的主權交付祂，就只因為祂最期待作我們生命的
王，並與我們分享祂一切的豐盛。主耶穌樂意參與在每一個屬神兒女的生命中之各個
時刻，讓你我不單知道祂，更經驗到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真相。 

 

  活在這動盪的世代中，我們必須確定生命的錨緊接著耶穌基督，才能有信心及勇
氣，堅固地過日子。如希伯來書的作者說：我們有這指望—先鋒耶穌成為永遠的大祭
司，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希 6:19-20) 

 

  下星期日就是新一年的教會年開始，願意我們今天就邀請主耶穌作生命的王，任
由祂引導我們的步伐，穩固地展開新一年的屬靈之旅。 

 

  讓我們同以詩歌「主是我萬有」向君王的基督作愛的回應： 

1. 求我心中王，成為我異象，我別無愛慕，唯主我景仰； 

充滿我思想，我心響往，睡著或睡醒，慈容是我光。 

2.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你在我身邊； 

你是我聖父，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與你合一。 

3. 我不求虛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業，從今到永久； 

惟你在我心，永遠居首，天上大君王，你是我萬有。 

4. 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陽，容我享天樂，我已打勝仗； 

我心屬你心，永無變更，萬有的主宰，成為我異象。 

(選自生命聖詩 387「主是我萬有」)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主日崇拜程序 

基督君王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榮耀全屬祢 (普天頌讚 879 首) ............................ 眾  立 

藉賴、聯同基督，靠合一聖靈在基督裏獻呈： 

榮耀、權能、尊貴全屬祢全能天父，直到永遠。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3. 宣召 ...................................... 耶利米書 23 章 5-6 節 .................................... 眾  立 

啟：耶和華説：「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 

  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 

應：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4. 讚美 .............................高唱榮耀之歌 (普天頌讚 324 首) .......................... 眾  立 

1) 齊來高唱榮耀之歌，普世全地酬應諧和：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基督開闢新道永活，高升榮登真神寶座。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2) 聖徒羣體列隊頌唱，橄欖山岡同立其上，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忠心信徒舉目仰望，基督高升威儀堂皇。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3) 上主！導我歸家路向，振奮我心嚮往天鄉，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基督與父寶座同享，至高獨一萬王之王。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間奏) 

4) 復活基督榮升高天，全地同心讚美呈獻，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基督國度恆存永遠，三一：父、子、聖靈同尊。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基督再臨 (普天頌讚 329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 章 68-79 節 ................................... 眾  坐 

歌羅西書 1 章 11-20 節 

8. 獻詩 ................................. 耶穌是主 (普天頌讚 325 首) .............................. 詩  班 

9. 奉獻 .............................威嚴神聖之名 (普天頌讚 323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5 章 27-32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你健康嗎？ ............................................. 眾  坐 

12. 回應 .............................一生在神手中 (生命聖詩 290 首) .......................... 眾  立 

1) 一生在神手中，願祢支配使用；願將我命，我靈，我友，全交託祢護佑。 

2) 一生在神手中，不論遇何環境，遇福遇禍，黑暗光明，全順服祢帶領。 

3) 一生在神手中，被釘十架恩主！為我罪過雙手刺透，如今帶領保守。 

4) 一生在神手中，永遠信靠順服；將來被召到主面前，永享安息美福。 



 

 

 
13. 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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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督教宣道會興華堂堂主任張觀運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 11 月家庭團契主題為「親子靈命成長的探究」，請組員預留時間出席。 

4) 新一季 1-3 月的崇拜職事人員大會將於 4/12 早堂崇拜後舉行，輪值表於

下主日張貼，請參與事奉的肢體留意及預留時間出席。 

5) 12 月教會的聖誕活動安排如下(請祈禱守望、並預備心參加及領人赴會)： 

11/12 下午參與匯景花園之聖誕匯演，由粵曲班獻唱福音粵曲 

16/12 晚 8 時以利沙團往藍田康瑞苑報佳音 

17/12 下午 2 時基督少年軍往長者中心報佳音 

24/12 晚 7 時半於教會內舉行佳音綜合晚會(福音性聚會) 

24/12 晚 9 點往藍田地鐵站及附近屋苑報佳音/往尖沙咀 

25/12 早、午堂聖誕崇拜，下午 2 時浸禮 

6) 兒童主日學仁愛班早堂重開，歡迎 2-3 歲兒童參加。 

7) 青少年崇拜已於 11 月 6 日開始，上午 11:15 至 12:00 於康樂室進行，請

為「青崇」事工的安排代禱。請有青少子女的家長多加鼓勵他們參加。 

8) 藍田堂將參與宣道會區聯會與建道神學院合辦的「堂會青少年事工更新

計劃」，於 2017 年初上課及督導培訓，為期兩年，弟兄姊妹可於報名表上

了解有關詳情。現招募有志於青少年服事的信徒參與，請於報名表上填上

姓名及聯絡方法，陳志輝傳道將與報名者聯絡，作進一步之更進。 

9) 教會繼續收集各弟兄姊妹曾報讀之主日學課程之資料，以供日後教育部

設計課程。收集表格請於接待處索取。 

10) 教會將於 2017 年 1 月至 6 月舉辦「三元福音倍進佈道」訓練課程，邀請

清楚重新得救、對傳福音有負擔並於本堂聚會超過一年的弟兄姊妹參加，

詳情可向尚牧師及孔先生查詢。 

11) 孔啟源先生將於 11 月 19-26 日放假。 

12)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將於 11 月 22-26 日放假。 

13) 本堂會友劉偉明弟兄丁父憂（劉實寧先生），喪禮定於 11 月 27 日下午 5

時在九龍殯儀館東海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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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Now thank we all our God by Max Reger 齊來感謝主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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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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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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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觀運牧師 張觀運牧師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麥穎珊執事 麥穎珊執事 黃斯南姑娘 黃斯南姑娘

讀經: 張宏睿弟兄 林文蓮姊妹 張宏睿弟兄 林文蓮姊妹 柯綽瑤姊妹 連卓欣弟兄 柯綽瑤姊妹 徐俊榮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林義妹姊妹 鄭　琦姊妹 陳可媚姊妹 黎美滿姊妹 趙惠蘭姊妹 梁銘章弟兄 黃盛霞姊妹 陳拔萃弟兄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孫俏娟姊妹 鄒念龍弟兄 何美蘭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雪葵姊妹 鄭慧芝姊妹 文玉玲姊妹

當值: 林景輝弟兄 麥永佳姊妹 呂幹雄弟兄 黃香娣姊妹 孔憲榮弟兄 高燕萍姊妹 馬志國弟兄 甄志賢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徐俊榮弟兄 夏振傑弟兄 黃永賢弟兄 何淑怡姊妹 許偉賢弟兄 藍天晴姊妹

執事: 張漢榮執事 李婉貞執事 陳貽添執事 鄧民亮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潘燕玲姊妹 葉蔓菲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司琴: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梁振平弟兄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梁振平弟兄

温柔: 文玉玲姊妹 朱美儀姑娘 施慧君姊妹 文玉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喜樂: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一主日（紫）(11月27日) 基督君王日（白／金）(11月20日) 

本月奉獻累積: $315,972  (包括發展及購堂: $22,500; 冷氣: $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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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96

本週獻花: 鄒小敏、Patrick Wong

************************************************  奉獻  ************************************************

整體

2016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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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810         536,628   6,800       10,682     14,200     400          93,100         

現金支出 522,281         469,905   1,000       -               3,000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139,529         66,723     5,800       10,682     11,200     (4,600)      49,724         

月底現金結存 1,513,424      391,267   406,570   640,260   (5,600)      900          80,027         

月底未償還貸款 3,571,848      (2016年10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  財務摘要  ********************************************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