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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六日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榮歸真神 (普天頌讚 812 首) .............................. 眾  立 

光榮屬主，光榮屬主，榮耀歸至高神！ 

榮歸真神，榮歸真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3. 宣召 ................................. 復活主日 (普天頌讚 263 首) .............................. 眾  立 

啟：阿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祂真的復活了！ 

應：耶穌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 

啟：祂曾活在人類之中，曾受死， 

應：現在卻永永遠遠地活着， 

啟：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合：耶穌已驅除我們心中一切疑惑與懼怕。讓我們全心全意地信靠祂。 

4. 敬拜讚美 ................................... 讓我尊稱主至聖 ......................................... 眾  立 

讓我尊稱主至聖；盡獻歌聲稱讚主愛。 

樂意一生倚靠祢；頌唱、歡呼：主已拯救！ 

基督甘紓尊降卑，將愛活現；願在世釘身十架，擔我罪孽； 

自十架進入墳墓，再上高天勝萬有，頌讚主祢是至聖！ 

讚歌獻君王 

讚歌全獻君王，基督公義光。唱出哈利路亞，歌聲響四方。 

進到祂座前，獻身心歸我主，樂意一生尊崇，神恩典我盡信。 

鋪張諸天星宿，基督施恩拯救，甘犧牲作救贖、癒創傷，背重擔與赦宥。 

天天豐足供應，有祢作我牧者，必得勝。榮耀主基督，當配奉敬。 

5. 啟應 ................................ 向主歡呼 (普天頌讚詩 66 首) ............................. 眾  坐 

6. 聆聽 ..................................... 路加福音 24 章 1-12 節 ................................... 眾  坐 

7. 獻詩 ................. 如神助我們，誰能敵擋 (上帝高超構思 54 頁) ............... 詩  班 

8. 奉獻 ...........................基督衝開死綑鎖 (普天頌讚 277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哥林多後書 4 章 6-11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復活的生命 ............................................. 眾  坐 

11. 回應 ...........................基督我主今復生 (普天頌讚 267 首) ........................ 眾  立 

1) 被造萬物皆同聲：阿利路亞！因主基督今復生！阿利路亞！ 

凱旋、喜樂歌高揚，阿利路亞！大地、諸天相應唱：阿利路亞！ 

2) 主愛救贖終完成，阿利路亞！勇戰捨生凱歌騰；阿利路亞！ 

蔽日黑暗今告盡，阿利路亞！黎明耀目光照臨！阿利路亞！ 

3) 封石、守兵皆徒然，阿利路亞！死亡豈將主阻攔？阿利路亞！ 

衝開地獄今復生－阿利路亞！基督開啟天國門，阿利路亞！ 

4) 我眾隨主出死亡：阿利路亞！復活高升顯榮光，阿利路亞！ 

肖主新作生命豐，阿利路亞！十架、空墳、天上榮！阿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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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黃煦山弟兄蒞臨本堂分享魔術信息。 

3) 4 月 17 日（週一）為復活節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一天。 

4) 22/4(六) 晚上 7 時佈道會，題目：「請光照我」，講員：萬得康牧師，請弟

兄姊妹預留時間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赴會。是日所有團契參加佈道會。（陪

談員請準備領決志者禱告） 

5)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奉獻之收據將於 4 月 23 日起派發給弟兄姊妹。 

6) 2016-2017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7 年 4 月 23 日開始，課程如

下，弟兄姊妹可索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基礎 承先啟後的僕人 (I) 鄧綺雯姑娘 

基礎 新約背景與福音書導論 孔啟源先生 

中級 聖經集成之路 麥志成牧師 

初中主日學 天國寶訓 
李芷珊姊妹、林恩庭姊妹 

劉皓然弟兄 

高中主日學 永遠的愛 黃麗堅姊妹 

初信栽培班 
福音研經課程（Ⅰ） 

4 月 30 至 5 月 28 日 
郭小姬姊妹 

7) 4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以諾團契舉行健康講座，「長

者常見眼疾及護眼之道」，歡迎任何人士參加。 

8) 本年度的事奉人員退修會定於 5 月 1 日於本堂舉行，誠邀所有參與事奉

的肢體報名參加，截止日期為 23/4（下午 2 時正）。詳情請留意相關海報。 

9) 本年度第一次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6 月 4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禮

及嬰孩奉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10) 本堂 2017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將於 7 月 17-22 日舉行，名額 80 人，時間：

上午 9:00-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小六兒童參加（2017 年 9 月

升讀年級），請家長為子女預留時間出席。報名詳情密切留意宣傳海報或

向朱姑娘查詢。 

11) 下主日開始，青少年崇拜改為 11 時 30 分開始，以利沙團改為 12:15 分開

始，請肢體留意改動。 

12) 本堂會友潘潔儀姊妹於 4 月 10 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 5 月 1 日晚上

6 時在九龍殯儀館三樓慈光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13. 讚美詩、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The glorious day has come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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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主席: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執事 李芷珊姊妹 蔡小鳳姊妹 陳卓恩姊妹 林文蓮姊妹 陳卓恩姊妹 鄧民亮執事

司琴: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林美荃姊妹 甄樂陶弟兄 陳雅媛姊妹 陳曉晴姊妹 陳雅媛姊妹 陳曉晴姊妹

招待: 林燕芬姊妹 林瑞馨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黎翠琼姊妹 鄭倩雲姊妹 張慧清姊妹 梁淑敏姊妹

司事: 鄭穎儀姊妹 李育如姊妹 鄒念龍弟兄 吳友蓮姊妹 葉蔓菲姊妹 袁麗娟姊妹 麥寶儀姊妹 譚建偉弟兄

當值: 曾偉珩弟兄 温麗儀姊妹 呂淑琼姊妹 古海劍弟兄 葉德誠弟兄 馬君蕙姊妹 劉柏堅弟兄 曾建恆弟兄

影音: 陳朝發弟兄 陳卓欣姊妹 雷偉勝執事 鄭心怡姊妹 黃永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林殷宏執事 楊芷瑩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趙惠蘭姊妹 梁銘章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花藝組 冼文儀姊妹

兒童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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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偉倫弟兄 陳可媚姊妹

温柔: 張瑞儀姊妹 麥永佳姊妹 麥穎珊姊妹 何慧玲姊妹

和平: 文玉玲姊妹 呂淑琼姊妹 梁麗珠姊妹 方麗玲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陳敬蓮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蔡　舒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期第二主日（白）(4月23日) 復活主日（白）(4月16日) 

本月奉獻累積: $326,705  (包括發展及購堂: $2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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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22

本週獻花: 葉玉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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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7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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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304         765,774      8,400       24,300     3,700       3,300       88,830         

現金支出 653,165         601,941      1,000       1,848       -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241,139         163,833      7,400       22,452     3,700       (1,700)      45,454         

月底現金結存 1,712,040      479,206      426,970   725,482   9,900       (4,850)      75,332         

月底未償還貸款 3,385,360           2017年3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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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基金分類


