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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週期」—進入基督的受苦、死亡、復活—重尋復活的新生命 
 
  我們現已進入教會年曆靈性的第二個週期：生命的週期。這個節期經過預苦期、受難週、復活
期，並在五旬節聖靈降臨主日結束。在生命的週期中，我們的屬靈旅程與光的週期相比，有重大改
變。光的週期強調的是道成肉身，而生命的週期的中心主題，是死亡和復活。不過，這兩個週期基
本上是一個整體：兩者都與逾越奧祕和世界的拯救有關，前者思想道成肉身，後者則進入死亡和復
活。前者強調上帝在拿撒勒人耶穌這個位格中, 來到我們中間；後者回想祂來的目的—捨己地犧牲
生命，釋放世界脫離撒旦的主宰，使世人得赦罪和醫治。因此，我們思想光和生命的週期時，進入
一個無可避免的事實：耶穌的出生和死亡就像一條連身裙，它不能一分為二，否則有損基督教的真
理。 
 
  兩個週期也以另一種方式相連：兩者都依從期待、實現、宣告的模式。將臨期是期待、聖誕節
是實現、顯現期是宣告；預苦期是期待、復活節是實現、聖靈降臨期是宣告。因此進入聖誕期和復
活期，都有歷史的進程(historical progression)，各自也有屬靈的進程。當我們回想和重新活出上帝百
姓的經驗—他們朝聖，進入和離開道成肉身，或進入和離開死亡，復活—我們以期待和實現來標誌
我們自己的靈性，也就是如何與這位降生成人、受死與復活之主聯繫上，活出復活的新生命。 
 
預苦期 
 
預苦期(Lent)，英文意思是「春天」；德文亦有此字，意指「延長的日子」。這季節開始於顯現期過
後的第一個禮拜三，而這一天又稱為聖灰日(Ash Wednesday)。雖然教會最重要的記號是十字架，但
聖經中另有一大有能力的象徵，就是「灰」，表示悔罪。十架和灰這兩個記號標誌預苦期的開始，
讓信徒認真地作靈性的反思和更新：十架象徵治死肉體而跟隨耶穌至死的一個決定；灰象徵悔罪回
轉歸向神的立志。 
 
預苦期共有四十天(因而又叫四旬)加六個主日，提醒我們想到自己的罪惡都由基督擔當了，我們應
該悔改、回轉、歸向神，並以禁食和禱告默念神的旨意。(初期教會鼓勵信徒禁食所省的錢，用來
賙濟貧乏者；而於預苦期中之學道班/洗禮班的學員必須勤學聖道，信心多經考驗，靈性多受操練，
有了美好的見證方可參加復活節洗禮，獲得復活主之生命；相對今天的就嚴謹得多了。) 
 
以下提供部分相關經文供肢體於預苦期間作默想反思： 
 
預苦期第一個主日要求我們以基督的試探標誌我們的靈性(太 4:1-11；可 1:9-13；路 4:1-13)：思考亞
當雖屈從試探，但基督卻克服試探；也為我們克服試探！ 
 
預苦期第二個主日號召我們否定罪對我們生命的轄制(可 8:31-38；路 13:22-35；約 3:1-17) 
 
預苦期第三個主日沿著第一、二個主日漸進的主線，將我們的屬靈經驗由處理試探，到否定邪惡的
力量對我們生命的轄制，繼而進入悔改回轉之途…(約 4:5-26) 
 
預苦期第四個主日稱為玫瑰主日(Rose Sunday)，比之前的主日較為喜樂，因它由強調罪人悔改，轉
為強調基督的醫治力量。(約 9:1-13；路 15:11-32) 
 
預苦期第五個主日為棕枝主日和受難週開始前的最後一個主日，調整我們的靈性，朝向將來的死亡
和復活，號召我們在靈性上更積極地為逾越奧祕作準備(路 20:9-19；約 11:1-17，12:20-33)。 
 
 
(參：韋伯著，《時間歷久常新-教會年曆與靈命塑造》。基道，2014。) 
 

麥呂曼珍師母 



 

 

二零一七年三月五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預苦期第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生命樹奧祕 (普天頌讚 216 首) (大齋期第一主日) ............. 眾  立 

遠自太初創造開始，廣施恩寵收納人，與人經歷誘惑、探試， 
使人回歸祢－真神，使人回歸祢－真神。 

3. 宣召 ........................... 詩篇 130 篇 1-6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耶和華啊，我從深處求告你！ 
應：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求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 
啟：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主啊，誰能站得住呢？ 
應：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啟：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 
應：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4. 讚美 ............................. 耶穌奇妙的主 (生命聖詩 115 首) ........................... 眾  立 

1) 祂降生馬槽中，卑微貧困；加利利海岸上謙柔待人； 
受凌辱，被咒駡，悲壯捨身；耶穌奇妙的主。 

2) 祂疲倦，卻賜給世人安息；祂飢渴，卻使千萬人飽足； 
祂受試，卻賜予得勝應許；耶穌奇妙的主。       (間奏) 

3) 孤苦者良友，竟被賣，被棄；弱者良助，哀哭客西馬尼； 
世界之光，竟在黑暗中死；耶穌奇妙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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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歌頌 ................................. 奇妙十架 (生命聖詩 122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羅馬書 5 章 12-19 節 ..................................... 眾  坐 

馬太福音 4 章 1-11 節 

8. 獻詩 ................................ 上帝羔羊 (聖頌選集十 10 頁) ............................. 詩  班 

9. 奉獻 ...................... O worship the Lord in the beauty (早堂) .................... 眾  坐 

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悦 (午堂) 

為奉獻而禱 (普天頌讚 382 首) 

10. 信息經文 ................................ 傳道書 3 章 1-13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凡事都有定期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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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餐 .............. Let Us Break Bread Together by Mark E. Bloedow ............ 眾  坐 

Jesus Suffer Pain and Death by G. Merkel (1827-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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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報名週四晚間課程「進入生命的週期」的肢體請準時出席課堂。另崇拜

版面文章中提供有預苦期可作默想的相關經文供肢體參考。 

3) 3 月份不同組別的家庭團契之聚會日期已張貼接待處，請團友留意並依時

出席。歡迎有興趣加入的肢體向傳道同工報名。 

4) 差傳佈道部將於今日下午 2 時在 103 室舉辦內地事工講座，講員為張連

有先生，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福蔭團契於 3 月 11 日下午 2:00 聚會，邀請了腫瘤科黃曉恩醫生分享「治

癌新知──免疫療法」，歡迎會友出席。 

6) 4-6 月崇拜事奉人員的輪值表已張貼接待處，請肢體查看。另崇拜事奉人

員大會將於下主日(12/3)上午 10 時 15 分在禮堂進行，請所有參與事奉的

弟兄姊妹依時出席，共商主工。當天兒童詩班和青成年主日學暫停。 

7)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26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4 日洗

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8) 自去年 11 月開始的兒童崇拜（早堂 9:00，午堂 11:30）和青少年崇拜（上

午 11:15-12:00）之對象為小學級和中學級的學生，請家長鼓勵適齡子女參

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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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拍卡於今天接受申請，並可於 4 月 9 日領取。 

10) 麥牧師於三月十至十二日聯同約書亞團友及差傳佈道部內地事工組負責

執事、弟兄姊妹往鶴山沙坪市教會參與事奉，請禱告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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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Jesus, My Life's Life Op. 146 No.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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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讀經: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柯綽瑤姊妹 鄧民亮弟兄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曉晴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曉晴姊妹

招待: 高燕麗姊妹 鄭　琦姊妹 梁淑敏姊妹 黃盛霞姊妹 陳惠霞姊妹 趙惠蘭姊妹 方子仁弟兄 周潔頤姊妹

司事: 連卓欣弟兄 鄧愛賢姊妹 丘嘉敏姊妹 黃佩貞姊妹 李德恩弟兄 顧建德弟兄 鄒念龍弟兄 麥寶儀姊妹

當值: 甄志賢弟兄 黃香娣姊妹 林志剛弟兄 惲保羅弟兄 葉德誠弟兄 張漢榮執事 朱麗麗姊妹 林禮標執事

影音: 蔡加德弟兄 張宏睿弟兄 李建業弟兄 鄭穎心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育如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雷偉勝執事 林殷宏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插花: 潘燕玲姊妹 吳綺薇姊妹

兒童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司琴: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佘敏樺姊妹 佘敏樺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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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二主日（紫）(3月12日)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3月5日) 聖餐

上月奉獻累積: $590,413  (包括發展及購堂: $5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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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10

本週獻花: 呂金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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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