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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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綺雯姑娘、朱美儀姑娘 

行政主任：周錦照弟兄  行政幹事：李海容姊妹  會計文員：簡雪萍姊妹 

加入通訊錄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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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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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1 篇 1-3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應：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3. 讚美 ..............................祢的信實廣大 (生命聖詩 18 首) ........................... 眾  立 

1) 祢的信實廣大，我神我天父，在祢永遠没有轉動影兒； 

永不改變，父神每天施憐憫，無始無終上主，施恩不盡。 ** 

2) 春夏秋冬四季，有栽種收成，日月星辰時刻運轉不停； 

宇宙萬物都見證造物主宰，述説天父豐盛，信實，慈愛。 ** (間奏) 

3) 祢赦免我罪過，賜永遠安寧，祢常與我同在，安慰引領； 

求賜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從天降下恩典，福樂無窮。 ** 

** 祢的信實廣大，祢的信實廣大，清晨復清晨，更經歷新恩； 

我所需用祢恩手豐富預備，祢的信實廣大，顯在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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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惟獨耶穌 (生命聖詩 86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彌迦書 6 章 1-8 節 ....................................... 眾  坐 

哥林多前書 1 章 26-31 節 

7. 獻詩 .............. 唱新歌榮耀上帝 (教會樂圃三一節期曲集二 7 頁) ............ 詩  班 

8. 奉獻 ................................. 偉大工匠 (生命聖詩 112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詩篇 100 篇 1-5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10. 信息 ................................................. 三個願望 ............................................... 眾  坐 

11. 回應 ...............................主是我萬有 (生命聖詩 387 首) ............................ 眾  立 

1) 求我心中王，成為我異象，我別無愛慕，惟主我景仰； 

充滿我思想，我心嚮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 

2) 成為我智慧，成為我箴言，我願常跟隨，祢在我身邊； 

祢是我聖父，我是祢子，祢常居我心，我與祢合一。 

3) 我不求虛名，也不求富有，祢是我基業，從今到永久； 

惟祢在我心，永遠居首，天上大君王，祢是我萬有。 (間奏) 

4) 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陽，容我享天樂，我已打勝仗； 

我心屬祢心，永無變更，萬有的主宰，成為我異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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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0-31 日（年初三、四）為農曆年公眾假期，教會將會暫停開放兩天，

請弟兄姊妹留意。 

3) 18/2、25/2 下午 2:30-4:00 舉行崇拜主席培訓班，請現任事奉肢體和有心

志裝備事奉的肢體預留時間參加學習。 

4) 本堂於 2 月 26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禮堂播放余德淳博士與翁偉微導演合

作的新製作「打機王」親子電影，電影後有資深 EQ 訓練顧問陳冠浩先生

專題：「教反叛兒的方法」，詳情請留意海報。 

5) 差傳佈道部將於 3 月 5 日下午 2 時舉辦內地事工講座，講員為張連有先

生，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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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願主賜福看顧你 (普天頌讚 875 首)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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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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執事 眾執事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林禮標執事 林禮標執事

讀經: 林恩庭姊妹 李燕怡執事 林恩庭姊妹 梁麗珠姊妹 雷書昊弟兄 林燕芬姊妹 雷書昊弟兄 黃佩貞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林溢輝弟兄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鄭　琦姊妹 林燕芬姊妹 張元娜姊妹 周寶頤姊妹 黎翠琼姊妹 楊美美姊妹 黃盛霞姊妹 周潔頤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劉　匡姊妹 麥寶儀姊妹 鄭慧芝姊妹 陳景安弟兄 張滿嬌姊妹 文玉玲姊妹 丘嘉敏姊妹

當值: 余文耀執事 林景輝弟兄 麥淑容姊妹 余文耀執事 麥永佳姊妹 方艾洲弟兄 古海劍弟兄 莊偉棠弟兄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鍾穎嵐姊妹 黃曉媚姊妹 藍天晴姊妹 黃永賢弟兄 劉皓然弟兄 林殷宏執事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林禮標執事 余文耀執事 雷偉勝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朱滔聰弟兄 林義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郭小姬姊妹 郭小姬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司琴: 潘裕文姊妹 潘裕文姊妹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顯現後第五主日（綠）(2月5日) 聖餐顯現後第四主日（綠）(1月29日) 

本月奉獻累積: $520,354  (包括發展及購堂: $56,300; 冷氣: $8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11,740

本週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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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